






第五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名单

序号 奖励委员会职务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1 主　任 孙瑞哲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会　长

2 副主任 李陵申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3 副主任 端小平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4 副主任 张传雄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副主任

5 委　员 俞建勇 东华大学 校　长

6 委　员 夏长亮 天津工业大学 校　长

7 委　员 陈文兴 浙江理工大学 校　长

8 委　员 徐卫林 武汉纺织大学 校　长

9 委　员 伏广伟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理事长

10 委　员 陈志华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 会　长

11 委　员 顾　平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会　长

12 委　员 董奎勇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会　长

13 委　员 李斌红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副主任

14 委　员 马咏梅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 委　员 王玉萍
江苏新视界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16 委　员 刘　琳
山东中康国创先进印染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7 委　员 刘子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裁

18 委　员 张红霞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19 委　员 陈丽芬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20 委　员 丁彩玲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兼
首席技术官

21 委　员 张叶兴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总经理

22 委　员 孙燕琳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23 委　员 盛守祥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4 委　员 张国清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25 委　员 薛继凤 东方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26 委　员 杨世滨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总　裁

27 委　员 夏前军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8 委　员 王　屹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院长、党委副书记

29 委　员 管幼平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0 委　员 许光明 杭州开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31 秘书长 孙锡敏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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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结构纤维集合体柔性压力传感 
材料与器件制造关键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东华大学、武汉飞帛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琪尔生活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小爱科技有限公司

柔性压力传感材料与器件是可穿戴智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动健康、智慧医疗和智

能制造等国家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连续重点支持的关键领域。

但是，传感性能难调控、三维曲面共形能力差、抗干扰能力不足、难以对多目标高通量传感以

及穿戴舒适性差是长期制约柔性压力传感材料与器件发展和应用的瓶颈难题。本项目创造性地

提出了通过纤维集合体多级结构的设计及其力—电耦合关系的揭示，构造能对压力分级精确感

知并抗干扰的压阻式柔性传感材料与器件的新途径；实现了具有高通量感知、穿戴舒适等性能

的柔性传感器件的大面积织造集成。主要技术发明点如下：

1. 发明了能对压力分级精

确感知的多级结构纤维集合体

传感材料制造关键技术。创立

了聚合物 - 纤维 - 纱线 - 织物

多级结构集合体的力学 - 电学

性能协同调控技术；提出了有

限元—快速傅里叶变换高效模

拟计算方法，揭示了集合体多

级结构的动态力 - 电耦合关系，

提供了传感材料的结构设计与

性能预测准则；形成了通过调

控多级结构、表面微结构、电学和力学性能等宏量制备纤维集合体传感材料的理论与技术体系；

突破了宽压力区间与高灵敏度难以兼顾、线性度和传感精度低、动态结构稳定性差等难题。

2．创新研发了抗复杂应力和温湿度干扰的多级结构纤维集合体传感材料。基于三维非局

部弹性理论，揭示了局部应力在纤维集合体中的应力传递和应变分布规律，设计了具有较小内

秉长度的“限域型动态自平衡”纤维集合体结构，攻克了大面积传感过程中拉伸、弯曲等复杂

应力对传感性能干扰的难题；设计了具有“电阻温度变化抑制效应”的纤维及其集合体结构，

发展了传感材料电性能和表面疏水性能协同补偿优化技术，突破了温湿度适应性差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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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创了具有高通量感知能

力的织造集成式可穿戴纤维集合体

柔性传感器。设计了“三维互穿

导电网络型”和“多级包覆型”电

极结构，构筑了具有高导电性及在

高延展率下电性能保持不变的纤维

基电极材料；设计了能对分布式多

目标实现高通量传感的多通道并行

电路结构，创造性地将纤维传感材

料和电极织造集成为织物微电路系

统，突破了信号采集、传输效率，

共形能力与穿戴舒适性难以协同的困境。

项目研发了应用于运动健身、智慧医疗、智能家居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产品。授权发明专

利 16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2 项，发表论文 22 篇，为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动力。

武汉纺织大学在新中国振兴民族轻工业的呼声中应运而生，其前身是始建于 1958 年的武

汉纺织工学院，1999 年更名为武汉科技学院。湖北省对外贸易学校、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先

后并入，2010 年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

学校秉承“崇真尚美”的校训，弘扬“自强不息、经天纬地”的大学精神，坚持特色发展，

实行开放办学，主动服务纺织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历经六十余载，已成为理、工、文、法、

经、管、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普通高等院校，是国家首批“中西部高

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建设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湖北省“国

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全国十大时装名校，致力于建设学术实力强、育人环境美、文化氛围浓、

师生认可高、社会声誉好的美好纺大。

学校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占地 2000 余亩，拥有四个校区，设有 20 个教学院部，各级各类

全日制在校生 20000 余人。现有本科专业 67 个，其中国家特色专业 4 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设点 11 个，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2 个、“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8 个，湖北省

品牌专业 7 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6 个；拥有 1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9 个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七大学科门类；拥有 8 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5 个省优势和特色学科，“现

代纺织技术”和“时尚创意文化”2 个学科群列入湖北省“十三五”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群

重点建设，纺织科学与工程入选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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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低能耗环保砂型铸造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义乌云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渲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铸造业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和前端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

煤粉湿型砂铸造是最主要的铸造生产方法。但现行生产工艺普遍落后，污染物排放和能源

资源消耗特征明显，存在四大世界性难题：1. 重污染高排放；2. 高能耗；3. 资源消耗大；4. 铸

件质量不高。国内外铸造工作者研发煤粉及其代用品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但都局限在碳质和

有机材料范围内，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发明的新型低能耗环保砂湿型铸造技术，不含煤粉等碳质和有机材料，是湿型砂铸造技术

发展的新突破，可解决铸造行业煤粉湿型砂铸造长期存在严重污染的世界性难题，对行业改造

升级意义重大。这是一项原创性技术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主

要发明内容表现在：1. 发现了铸件 - 铸型界面适度烧结防粘砂的科学原理，突破了对传统粘

砂理论的认知。2. 创立了界面适度烧结防粘砂知识体系。奠定了可剥离烧结层防粘砂的理论基

础，为防粘砂无煤粉湿型砂的研发提供了科学依据。（1）系统研究掌握了不同氧化物成分配

比对混合物烧结的调节作用；（2）建立了主要氧化物组元间的烧结体系相图；（3）首次提出

了可利用型砂组元中氧化物矿物防粘砂的新观点。3. 发明了无煤粉等碳质和有机材料的黏土湿

型砂铸造新技术。（1）建立了无煤粉黏土型砂组分的科学调配机制。（2）创新了混砂工艺。（3）

新技术适合生产手工和机器造型的灰铁、球铁、铝合金、铜合金铸件，可以全面替代煤粉湿型

砂铸造技术；（4）新技术铸造车间有害空气污染物

极大降低。

新技术应用验证时间最长已逾 5 年。生产的铸

件质量稳定可靠，铸件成品率提高。铸件供应配套德

国特吕茨纺机、青岛海佳纺机、中纺机械、日本三菱、

本田、久保田、瑞士 ABB 机器人、美国 AO 斯密斯

等知名企业。新技术用户 36 家，其中 12 家用户财

务证明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10.28 亿元、利税 1.21 亿

元。获原创发明专利１项，发表包括 4 篇中国机械工

程学报论文在内的学术论文 16 篇，在世界造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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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论坛等作特邀报告 12 次，共培养研究生 22 名。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1960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中国首批具有博士、

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大学。1985 年，更名为中国纺织大学。1998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全校教职工2320人，专任教师1416人，其中专职院士2人，兼职院士14人，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 50 余人，其他高级职称教师 900 余名。全校本科生 14244 人，

硕士研究生 7892 人，博士研究生 1265 人，学历留学生 705 人。

学校现设有 17 个学院（部），拥有 6 个博士后流动站、10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 个博士

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7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类别、59 个本科专业，涵

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九大学科门类。纺织

科学与工程保持国内领先，获评 A+ 学科。化学、工程学、数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环

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与生化 7 个学科入围 ESI 世界前 1%。设有 1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5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7 个上海市一流学科，1 个上海高校

Ι 类高峰学科。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2 个国家“111”引智基地以及国家大学科技园。

学校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新世纪以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拥有 10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8 个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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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全成形经编装备及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

项目完成单位：五洋纺机有限公司、东华大学、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属于纺织机械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与纺织成形织造技术领域，涉及纺织全成形技术、机

电仪一体化、智能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等跨学科领域。该项目研发的数字化全成形经编装备及智

能生产管理系统突破了全成形产品生产，实现立体编织到服饰一次成形编织完成的“织可穿”

全新生产模式，实现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全成形产品生产线全产业链的智能化管理。主要包括无

缝成形经编机、全成形 3D 织物经编机、双面成形提花经编机、数控绒毯类经编机和经编智能

生产线管理系统等。主要创新成果为：

1、全成形精细化加工技术。突破了高机号

全成形编织技术、压电陶瓷贾卡控制系统、智能

多轴导纱针横移系统、多速多段电子送经、成形

织物任意密度牵拉系统等关键技术，实现了精细

化、数字化全成形系列经编装备及产业化的应用。

2、经编机智能控制系统。开发了自主知识

产权的经编机多维精协嵌入式智能控制系统，实

现了设备、人员的生产过程管理、远程运维一体

化协同控制，与 ERP、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全闭环

运行，达到智能化高精度协同在线控制。

3、基于物联网的高效智能化生产线。创新

了智能化、远程监控、信息交换等技术的高效智

能化生产线，集成订单、个性化服装设计、原料、

整经、编织、缝剪、包装、仓储、物流等，实现了全成形服装的全产业链智能化生产和管理。

该项目已获专利授权 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3 件；已获软件著作权 6 项；“五洋”商标

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项目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系

列经编机及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已累计销售 1500 余台套，新增销售额超 2.26 亿元，新增利润

3341.3 万元。项目完成单位及应用单位新增销售额 36 亿元，新增利润超 3 亿元，出口创汇

500 万美元。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简介

7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五洋纺机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86 年，作为全球双针床经编机的供

应商，是生产系列经编机、经编全成形服饰

的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五洋纺机、

五洋赛德、城中印染、艾诗丽 3D 经编服饰、

数字工厂、环球经编科技有限公司六大实体。

公司被工信部认定为“双针床经编机”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

范企业，被评为江苏省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

4A 级企业、知识产权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江苏省两化融合示范试点单位。

公司先后选拔 50 多名技术骨干出国深造，携手中科院、沈自所、东华大学、南理工、上

海交大等国内多所院校，成立双针床经编机产品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经编机运动

控制工程技术中心、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多个研发机构，现已具备设计、开发高速、高效、智能

化系列产品的实力。公司已累计

获得软件著作权 5 项、国际专利

3 件，国家发明专利 16 件，其

它专利 115 件；完成工信部下达

的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5 项

的制订任务；公司已注册完成国

内商标 38 件，国际商标 48 件；

获得了中纺联、全国工商联、侨

联科技进步一等奖、优秀奖、团

队突出贡献奖等荣誉。“五洋”

品牌价值被评估达 38.05 亿元。

公司开发了国内首创经编生产线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人”、“机”、“料”、“法”、“环”

五大要素的深度融合。公司于 2012 年着手规划打造中国纺机行业内首个数字化工厂，总投资

达 1.5 亿元，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单机生产方式。

“智能技术，3D 编织，一体成型，个性定制。”艾诗丽 3D 经编服饰开创了全成形服装经

编智能生产的新模式，实现了 3D 全成形编织技术，满足了针织行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彻

底改变了服装生产从坯布织造到裁剪、缝制的传统模式，引领行业跨入单台装备从纱线上机到

一次编织成形的生产服装新时代！



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基于数据流的智能纺纱工厂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前国内外“智能纺纱”体系呈碎片化状态：分散化的纺纱装备制造企业难以建全完整的

全流程桥接体系；纺纱企业对软硬件技术难有系统掌控，仅以拼接应用；检测设备制造商对产

业发展未有深入了解，研发难有及时跟进；信息技术研发商仅开发通用软件难以满足纺纱企业

的专业化需求。虽经十多年努力，“智能化”雏形初见端倪，但离真正意义的“智能化”尚有

距离。该项目建立了完整的连续化纤维流衔接系统，创建了全流程节点装备在线检测系统和数

据流高效传输与融合及智能管控系统。

首次完成全流程纤维流传输无人

化。根据不同工序产品特殊形态，结

合AGV智能机器人、智能连接装置等，

接通工序间物流断点，研发智能上包、

并粗间智能运输、管纱按质分流输送

等技术，实现纺纱车间纤维流的智能

化精准衔接。

首次实现全流程各节点装备实时

在线采集与调控。实时采集产品质量、

设备状态数据，获取问题并预警，由大数据中心指导当下解决问题，保证纤维制成率与生产效率。

生条棉网质量在线监测，细纱生产管管监测，筒纱按质码垛等技术，建立了质量可追溯体系。

首次建立数据流在线处理与智能化管控系统。基于全工序在线监测系统，采用 5G 高速网络

对检测数据实时保真传输，通过全流程软件设计实现数据处理与挖掘，对工艺需求点进行实时人

工干预；结合专件、设备数字化管理以及海量在线生产数据，快速判断并预警失效专件或设备；

在线分析空调能耗、制成率等生产数据，宏观智能化管控车间运行。项目建立产品、工艺、设备

等全系统大数据平台，设计“订单－选点排产－工艺优选－生产加工－产/质量标识－产品交付”

的工作流程，为智能纺纱产品标准化、产能最大化、生产持续化、质量平稳化打下扎实基础。

项目已申请专利 42 件，其中发明专利 17 件，授权 12 件；软著 12 件；企标 3 项；论文 3 篇。

树立起了纺纱行业的智能化标杆，也为纺织领域的智能化模式探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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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6 日注册成立。主要生产两纱两布（各

类纯棉纱、布，各类涤棉纱、布），高支

高密、弹力面料，牛仔布（常规类、弹力

类、竹节类），化纤布等十大类 1.2 万个

品种，主营业务收入和出口额连续 20 年

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是世界最大的棉纺

织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创新

为第一生产力，不断加大技改力度，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十三五”期间在“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的全面推进下，信息技术在纺织行业设计、生产、营销、物流等环节深入应用，

将推动生产模式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由传统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大数据、

云平台、云制造、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发展将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纺织工业与信息技术、互

联网深度融合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提出挑战。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按照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

国家产业政策及产品结构调整的要求，响

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建设绿色智能

纺织一体化项目，不断推进数字化、大数据、

控制系统、物联网深度融合，用科技进步

引领创新发展。

公司打造了从数据汇集技术到计算分

析、智能执行的魏桥智能纺纱 I 系统 4.0

智慧生产新模式。实现了“生产全程自动

化”“控制系统智能化”“在线监测信息化”。

通过项目建设，公司完成了纺纱无缝化纤

维区域物流系统、全流程在线检测与监控

体系、智能化运行与供应链管理系统建设。

项目建成后，纺纱的流程更加合理，用工

更加精简，真正实现了智能化纺纱工厂，

代表了目前世界纺纱智能制造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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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羊绒纱线制造智能工厂 
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完成单位：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山羊绒产地，为世界提供

90% 以上的高端原料，同时也是羊绒纱线出口的

第一大国。然而，由于普遍采用自动化程度低、

市场快速响应能力弱、质量管控技术落后的羊绒

纱线生产方式，企业在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

羊绒纱线制造领域，产能不高、国际市场份额小、

竞争力差，亟待在制造技术和生产方式上探索、

创新。为此，项目通过自主创新，攻克了高端羊

绒纱线制造智能工厂的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创建智能工厂，并进行了产业化推广。

项目主要针对高端羊绒纱线制造智能工厂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开发研制了羊绒粗纺纱线

生产设备间的物流系统，建立了国际首条高端羊绒粗纺纱线全流程连续化智能生产线；研究了

基于 OPC UA 规范的毛纺设备信息化模型构建技术，设计了信息模型，开发了羊绒粗纺生产

设备的信息互联互通系统；研制了适合

羊绒粗纺纱线生产的 MES 系统和 ERP

系统，实现了羊绒纱线制造的智能生产

和管理。制订了《毛粗纺智能工厂》系

列团体标准，规范了毛粗纺智能工厂的

技术要求。项目颠覆了传统毛纺企业自

动化和信息化技术落后的面貌，创立“纺

纱单元化、工厂黑灯化、物流全自动，

数据互联通，排产高智能、质量可追溯”的创新生产模式，实现了羊绒纱线的高端制造。

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授权发明专利4件，获得软件著作权13项，制订团体标准3项。

评为浙江省智能工厂，并通过浙江省“未来工厂”培育验收。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

高端羊绒粗纺纱线全流程连续化智能生产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项目实现了羊绒纱线制造设

备智能化控制及车间设备、产品、人员、订单的协同管理，提升了产品质量，增加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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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和产品在乔治 . 阿玛尼等国际品牌公司应用后，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推动了行业智能

制造的发展。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0 年 7

月，是目前全行业使用最先进进口及国产设

备的大型毛纺织制造企业。公司拥有完整的

高档羊绒及毛纺纱线产业链，已形成集染色、

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

服装服饰设计研发、电子商务和进出口贸易

于一体的产业集团。

成立二十年来，公司立足浙江宁波，依

托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区位优势，取得了迅

猛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分公司，在法国、意大利等 25 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了代理商，构建了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近年来进行智能制造技术研发，建立了

智能车间和工厂，纯天然羊绒纱线年产量超过 2500 吨，综合产值超过 26 亿元，占世界 16%

以上的份额。产品为包括 HERMÈS、LV、PRADA 等国际众多顶级品牌商和著名设计师所

青睐和推崇，成为全球高档纱线专业买家的最优势供应商。

公司先后获得“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生态（绿

色）设计示范企业”、“ 国家绿色工厂”、“国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国家绿色设

计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羊绒企业

十大出口品牌、全国纺织行业质量奖、“浙江

省企业研究院”、“浙江省研究开发中心”、“浙

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智能工厂”、

“浙江省未来工厂”等殊荣。董事长薛惊理荣

获“2019 中国纺织行业年度创新人物”荣誉称号。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已取得 ISO9001：201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2018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已通过欧盟 Oeko-Tex 纺织检定认证。作为第一起

草人起草《节水型企业 毛纺织行业》国家标准，主持制定《绿色工厂评价规范 毛纺企业》、《超

高支羊绒针织纱》、《喷毛纱》等 6 项全国行业标准，参与《针织羊绒绿色设计产品技术规范》

等 6 项全国行业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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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流纺经弹牛仔面料制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浙江鑫兰纺织有限公司、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九舜纺织有限公司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牛仔面料生产基地，年产量超 20 亿米，但是现有弹力牛仔面

料经弹不足。由弹性长丝和短纤维组成芯鞘结构的弹力涡流包芯纱在提高牛仔面料经向弹性的

同时，还可使得牛仔服装更塑形，更挺括。为解决弹性涡流包芯纱牛仔面料生产过程中所涉及

到的纺纱、染整、浆纱、织造等各方面

问题和提高牛仔面料生产企业智能制造

水平，项历经 5 年攻关，实现了涡流包

芯经弹牛仔面料的制备及智能制造，并

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该项目创新性

成果：

（1）建立了涡流包芯弹力纱弦振

动模型和空心锭气流场模型，解决牛仔

用高包覆率涡流包芯弹力纱制备存在的涡流包芯区芯纱张力不稳定，以及空心锭内“气 + 纤”

流固场易紊乱的难点，将包芯纱包覆率（汉密尔顿指数）提高至 80% 以上；

（2）开发了包芯纱活性氧界面活化预渗透处理技术和臭氧处理的快速氧化处理新技术，

解决涡流包芯纱结构紧密导致的染料扩散困难、氧化时间长、染色牢度低、上色率低等技术难题，

使得染色牢度由 1-2 级提高至 2-3 级，染色车速由 20m/min 提高至 25m/min;

（3）开发了“两高一低一无”绿色高效浆纱关键技术，通过研发全淀粉浆料专用助剂，

优化浆料配方与调浆工艺，提高浆料渗透率与浆纱回潮率，克服全淀粉浆料浆膜硬脆的缺陷，

提高了浆膜柔韧性，将上浆率由 16.5% 降至 10%，节省浆纱成本超 50%；

（4）构建了设备状态参数与生产工艺参数大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反馈系统，形成了“一

个中心 + 多条臂膀”的可视化综合管理平台，解决设备生产数据缺乏有效分析手段、生产工艺

确定严重依赖经验、存在大量冗余工作的难题，用工量减少了 50%，综合能耗降低了 4%。

项目获国家专利 31 件，软件著作权 3 项，团体标准 2 项，发表论文 24 篇，形成了完整的

知识产权体系。项目成果已实现推广应用，形成了约 1200 万米 / 年的“纺纱 - 色织”牛仔面

料产能，新增利润达到 1.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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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一所工、理、管、

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地处中国上海，现有松江校区、延安路校区

和新华路校区。学校创建于 1951 年，时名华东纺织工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

1960 年，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

权的大学之一。1985 年，学校更名为中国纺织大学。1995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行列，1999 年，更名为东华大学。

学校拥有 6 个博士后流动站、10 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2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2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7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

类别、59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

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法学、历史学、

教育学九大学科门类。纺织科学与工程保持

国内领先，获评A+学科。化学、工程学、数学、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生物与生化 7 个学科入围 ESI 世界前 1%。

设有 1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5 个二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7 个上海市一流学科，1 个上海高校 Ι 类高

峰学科。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2

个国家“111”引智基地以及国家大学科技园。学校全校教职工 2320 人，专任教师 1416 人，

其中专职院士２人，兼职院士 14 人，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 50 余人，其

他高级职称教师 900 余名。

在 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纺织科

学与工程获评 A+，继续名列前茅，8 个学科位

于前 30%。纺织科学与工程Ⅰ类高峰学科在上

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第一阶段建设绩效评价中

获评优秀。入围 ESI 世界前 1% 的学科领域 4

个。工科学科领域进入 ARWU 世界大学排名前

15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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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纺织品染色染料与助剂 
自动配送系统

项目完成单位：杭州开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开源科派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理工大学

染色是用染料 / 助剂按一定的方法使纺织品获得颜色的加工过程，是提升纺织品附加值的

主要环节。化学品用量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颜色加工质量，如加工敏感色时，0.1g 染料的

计量偏差，可能造成加工颜色数量级上的偏差。近年来，我国染色装备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

有了质的提升，但在染色加工化学品辅料自动计量及配送方面，则发展相对缓慢。为适应染色

加工向小批量、多品种、智能化方向的转变，亟需一种能替代传统人工计量和配送化学品的产品，

以提升纺织品颜色加工精度和染色一次成功率。

该项目主要开发了一种能适应不

同工况要求的染料助剂精确计量与智能

配送系统。创造性将染料溶解稀释成标

准母液后进行输送，并开发了与之相匹

配的无弹簧分配阀以及多阶流量控制技

术，实现了对染料的高精度自动计量；

打通了配送系统、实验室测配色系统、

染缸集控系统三者间的通讯壁垒，实现

了小样与大货处方的自动映射，提高

了染色一次成功率和染料配送智能化程

度；研发了染料母液密度法体积标定技术，确保了连续式染色时染料体积浓度的准确性。该系

统可适应所有助剂、以及占染色加工染料用量比例最高（约 50%）的分散染料的自动计量和配

送需求，减少了生产和管理人员，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印染加工的数字化水平，为纺织行

业由传统生产方式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示提供了示范作用。

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授权发明专利3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2件，软件著作权11项，

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制定企业标准 1 项。项目近 3 年实现销售收入 7876 万元、利润 1592 万元。

经用户反馈，应用项目产品后染色一次成功率提高 16% 以上，生产效率提高 20% 以上，减少

染化料浪费 10% 以上，减少高强度用工 50% 以上，企业竞争力得到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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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开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纺织印染绿色智能制造

装备及系统、印染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推广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知名的纺织印染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纺织印染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公司是工信

部首批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排试点示范企业，建有染整自动化系统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参

建国家先进印染技术创新中心，入选工信部 2019 年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数字化车

间集成 -- 纺织）、中纺联 2019 年纺织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优秀集成商。

公司为纺织印染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整体

解决方案，“开源纺织印染数字化解决方案”

被评为首批纺织行业智能制造优秀解决方案。

产品包括印染企业资源系统 ERP、印染生产

执行系统 MES、印染自动调浆系统、染料助

剂自动配送系统、印花分色设计软件、直接

制网系统、高速数码喷墨印花系统等，拥有

全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居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曾获各级科技进步奖 10 项。已授

权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17 件、外观设计专利 1 件、软件著作权 47 项；参与制定国

标 1 项、行标 2 项、团标 1 项，正牵头制定纺织行业标准 6 项。

公司具备较完善的软硬件研究开发

和产业化环境，配备完善的水、电、气设

施和信息化管理系统，调试和检测设备齐

全。项目研发过程采用先进的软件和硬件

开发工具，按照产品集成开发流程（IPD）

进行管理，通过 GB/T 19001-2016 /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可满

足各类项目的研发和产业化要求。

公司拥有较完善的推广和服务网络，

为客户提供及时、良好的售前、售中和售

后服务。拥有国内外用户超过 700 家，

2019 年度中国印染企业 30 强中有 18 家企

业应用开源产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同行业前列，产品出口至东南亚、欧洲、非洲、南美等

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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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聚酯纤维智能制造系统 
关键技术与应用模式创新

项目完成单位：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浙江力太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嘉兴学院、浙江恒云智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

聚酯是我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纤维产品，功能性聚酯纤维是其中“绿色高端”产品。该项

目通过建立“客户需求 - 产品设计 - 制造 - 客户供给”的完整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全流程体系，

实现功能性聚酯纤维设计过程数字孪生与工艺仿真优化、制造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客户需求

精准对接与智能决策、数据平台网

络化与协同化。主要创新如下：

1. 率先开发功能性聚酯纤维数

字孪生与交互运行技术。攻克熔体

直纺功能性聚酯纤维产品品质波动、

研发周期长等难题，开发数字孪生

工厂智能化建模与一体化设计、机

理和数据双驱动数字孪生交互式仿

真及优化系统，缩短熔体管线长度

20% 以上减少热降解，仿真 PET

聚合纺丝加工过程，优化工艺提高

产品开发成功率、效率。

2. 开展功能性聚酯纤维智能车间体系构建及关键节点智能融合技术升级。针对功能性聚

酯纤维加工难度高、能耗高、消耗大等问题，攻克智能铲板、喷丝板检测、单丝和丝饼在线检

测等关键短板装备技术，开发大容量聚酯装置国产化 DCS、化纤定制型 TK-MES、APC 及

EMS 等系统，实现功能性聚酯纤维自动化与数字化生产。

3. 研发功能性聚酯纤维专业化定制体系构建与系统优化技术。针对定制交付能力差、技术

人才紧缺等难题，开发 B2B 客户交互交易平台、BI 决策和 TK-ERP 系统，满足客户定制需求，

降低库存风险。

4. 开发功能性聚酯纤维大数据平台构建与协同制造技术。攻克多数据源信息采集、精细化

处理、海量分布式存储及工控安全技术，建立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工业大数据平台，实现生产装

置控制级应用与企业管理的智能互联互通及综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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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11 件，登记软件著

作权 4 项，制定标准 1 项，具有完整的知识

产权体系。项目建成 30 万吨 / 年绿色功能

性聚酯纤维智能工厂，经第三方测算：运营

成本降低 62%，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53%，

不良品率降低 44%，劳动生产效率提高

22%，单位产品能耗降低超过 14%，新增效

益 27035 万元，是聚酯产业链智能发展的成

功范本，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

事高性能差别化涤纶长丝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股份制上市公司（上市时间 2011 年，股票代码

601233）。经过近四十年发展，公司现拥有总资产超 500 亿元，下辖 3 个直属厂区和 30 家控

股企业，垂直整合了“炼化 -PX-PTA- 长丝 - 加弹 - 织造”全产业链，整体实力和市场竞

争力不断增强，奠定了桐昆在中国聚酯纤维行业领军企业的地位。目前，公司高性能差别化

绿色聚酯长丝产能和产量位居世界

前列，是涤纶长丝行业的“单项冠

军”。公司主导产品为“GOLDEN 

COCK”牌、“桐昆”牌涤纶长丝

以及聚酯切片，涤纶长丝有 POY、

FDY、DTY、混纤丝、复合丝、中

强丝等六大系列 1000 多个品种，其

中 POY、FDY、DTY 三大系列产

品入选国家绿色设计产品。

桐昆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化

纤企业。公司连续 19 年名列中国企

业 500 强，近年来被授予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质量管理先

进企业、“2017 年浙江省创新型领军企业”、“2018 年全国化纤行业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先

进企业”、“十三五”中国化学行业“绿色贡献度金钥匙奖”、中国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

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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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有色原位聚合聚酰胺 6切片和 
纤维产业化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项目完成单位：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大学、福建省恒新纤维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长乐力恒锦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同欣化纤有限公司、海阳科技（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

针对聚酰胺纤维染色排放高、污染大和母粒法原液着色共混纺丝颜料粒径大、可纺性差、

纺不出超细纤维和颜色均匀性不高等技术瓶颈和缺陷，研究有色原位聚合机理，优化设计有色

聚酰胺分子机构，合成了有色聚酰胺；研发了高压多重冲击粉碎制备纳米级颜料、颜料表面功

能基团改性、颜料在色浆和聚酰胺中超分散等技术，有效提高了颜料在聚合体系中分散性和着

色力，显著降低了颜料的用量；发明小管径非等长大面积聚合换热反应器，突破了颜料和己内

酰胺低温原位连续聚合制备有色聚酰胺 6 成套技术，解决了颜料高温分解导致的颜色失真难题，

建成全球首套 100 t/d 原位连续聚合有色聚酰胺 6 生产线，实现了有色聚酰胺 6 切片的均质化

产业化制备；开发了有色聚酰胺 6 切片智能配色和混料关键技术，实现了全色系聚酰胺 6 的高

效制备；开发有色聚酰胺 6 纤维低温高压低压力降纺丝、高浓度上油、在线监测关键技术，实

现了超细有色聚酰胺 6 长丝产业化制备。实现了纺丝、织造、服饰和产业纺织品全色系全产业

链应用。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8 件、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9 件；发

表论文 4 篇；制定行业标准

1 项，企业标准 1 项。

有色聚酰胺切片可纺性

大大好于母粒纺，最高纺速

达5200m/min，提高 8.3％；AA率提高1-3％，纺FDY22dtex/24f黑丝AA率提高10％左右；

纺丝组件更换周期 35-90 天，是母粒纺 3-5 倍；颜色均匀性 5 级，提高 0.5-1.5 级；各种色

牢度 4-5 级；节电 15 ～ 150kwh/t。至 2020 年底，生产有色切片 61181 吨，织色布 67299

吨，比传统染色大约节水 500 多万吨、COD 减排 7800 多吨、BOD 减排 2100 多吨、节省标煤

55500 多吨，绿色低碳环保。近三年新增销售收入 163207.71 万元，新增利润 16116.09 万元，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全球唯一产业化和成套装备技术，应用推广前景广阔，促进行业科技进步，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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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70 年，是由国企（中石化南化集团泰州帘子布厂）转制

而成的民营企业，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三个厂区，占地总面积 526 亩，主要从事

锦纶 6 产品的生产与开发。2020 年，共有员工 1700 人，总资产 19 亿元，销售收入 34 亿元。

公司下设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同欣化纤有限公司、海阳科技（江苏）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 6 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公司一直专业进行锦纶 6 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主要产品为锦纶 6 切片、帘子布、工业丝、

改性新材料，产品规格齐全，规模、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锦纶 6 切片产能规模国内

行业排名第三，外销量全国第一；锦纶6浸胶帘子布产量国内行业排名第二，总量60%以上出口，

国外市场占有率第一；锦纶 6 高强丝线在渔网、绳缆等多个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总量的

40% 出口，遍布世界 23 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团队、江苏省聚酰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功能性尼龙

材料技术研究中心。公司生产的“飞驰”牌锦纶 6 浸胶帘子布、“秋雪”牌锦纶 6 高强丝、线，

为江苏省名牌产品。公司研发生产的原位聚合尼龙 6 有色切片国内外首创，开发的渔用高强锦

纶丝结束了国内锦纶渔网材料依赖进口的历史，被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确定为“中

国渔用化纤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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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芳纶规模化制造关键技术与 
装备国产化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中芳特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对位芳纶是产量最大应用最广的高性能纤维，是不可或缺的国家重要战略物资，长期依赖

进口，多次遭遇“卡脖子”。我国从“六五”开始持续攻关，至 2014 年才实现国产化。但单

线产能只有 1000 吨、投资大、成本高、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为此，该项目围绕规模化，

低成本化和差别化，开展研发，攻克关键技术与装备，自主研发了国产化生产装备，建立规模

制造示范生产线，社会经济效益显著。主要创新如下：

一、攻克大容量聚合关键技术与关键设备，研发成功全连续聚合新技术及其国产装备，单

线产能达 3000 吨 / 年，粘度在 5.9~ 9.2dl/g 之间可控，树脂可纺性好，建立 5000 吨生产线，

装备国产化，树脂除自用，还供应国内同行企业。

二、研发成功单线产能 1500 吨液

晶纺丝与高模量技术与装备，纺丝速

度达 600m/min，32 纺丝位，建立规

模制造技术体系与国产化装备及 4000

吨长丝产能，运行良好，产品性能达

K29、K49、K129 水平，2020 年共生

产销售 4150 吨，产品广泛替代进口，

有效防范“卡脖子”。

三、建立对位芳纶差别化化技术

体系，研发成功普通、高模和高强 3

大系列 7 个细分领域市场专用 20 多个牌号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与销售，形成 3 标准，产品

替代进口，广泛应用，率先实现对位芳纶纸及蜂窝国产化，在临近空间大型无人机批量应用；

研发了光缆、橡胶专用、环氧树脂增强等专用表面改性剂，建立密封橡胶增强母粒生产线，研

发生产多种有色对位芳纶；研发了对位芳纶纳米纤维水悬浮液的规模制造方法，开辟了芳纶聚

合物非纤应用新领域。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授权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 件，发表论文 45 篇，制

定标准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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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整体技术在中芳特纤公司应用，建立年产 5000 吨聚合、4000 吨液晶纺丝与高模量化、

1000 吨浆粕、300 吨纸及 4500 立方蜂窝的规模生产线，产品在临近空间大型无人机、防弹、

光缆增强、橡胶增强、摩擦、密封等领域，大量替代进口，有效防范“卡脖子”，并出口德国、

俄罗斯等。近 3 年直接新增产值 5.6 亿元，利税 1.2 亿元。项目规模制造技术及装备国产化，

为我国芳纶产规模发展奠定基础，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改变了国际龙头企业独家定价话语权。

中芳特纤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金 1.6 亿，是专业从事芳纶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率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的对位芳纶、芳纶纸、纳米级

芳纶隔膜等产业化关键技术，填补

多项国家空白，对打破国外技术封

锁与航空航天等市场禁售、促进

军工与航天航空材料的国产化及

相关产业升级作出重要贡献。公

司严格按照“以专立业、以质取

胜”的质量方针，制定了科学的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0 环境体系和

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等。

先后被认定为：山东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山东省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先进单位、

山东省省级创新转型优胜企业、东营市科技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先后

建立了多个研发平台，包括：山东省省级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山东省高强纤维

材料工程实验室、东营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东营市对位芳纶纤维重点实验室， 并建立了东

营市首家省级、战区级国民经济动员中心—特种纤维动员中心。发展至今，中芳始终坚持“创

新驱动、勤朴忠实、产业报国”的发展理念，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致力于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流高性能纤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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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型阻燃聚酰胺 66 纤维产业化 
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东华大学、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兵器装备研究所

聚酰胺 66 纤维具有轻质、

高强、耐磨等突出优点，在军民

领域有广泛应用。面对复杂的国

际形势和部队的重大需求，以及

较为苛刻的应用场景，其易燃特

性大大限制了其应用。因此，开

发出具有阻燃特性的聚酰胺 66

纤维及制品具有重大意义，不仅

可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民生需

求，还能为单兵作战防护及航空

航天装备的国产化及高性能化提

供支撑。

项目围绕聚酰胺 66 纤维的

阻燃和高品质化，重点攻克了阻

燃剂和树脂高效合成、纤维成形与多组分混纺纱成纱、织物迷彩印花与伪装等关键技术与装备，

构建了相关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装备、特种纺织品应用等较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具体涵盖：

①发明设计了反应型水溶性耐高温磷系阻燃剂，研制出耐高温、水溶性、高反应活性的聚酰胺

66 共聚用阻燃剂，解决了阻燃剂水溶性差、分散不均、不耐高温等难题；②发明了系列共聚阻

燃聚酰胺新材料及聚合新方法，探讨了共聚阻燃聚酰胺 66 的阻燃机理，研究了阻燃树脂结构

与性能关系，制备了系列多功能阻燃聚酰胺 66 切片；③发明了阻燃聚酰胺 66 纺丝新工艺，形

成了聚酰胺 66 阻燃共聚和熔融纺丝等关键技术与装备；④发明了阻燃聚酰胺 66 纤维混纺 / 复

合纱线及面料，研究了阻燃聚酰胺 66 包芯包缠多组分复合纱纺纱方法，形成了阻燃面料专有

染色及迷彩印花等关键技术，解决了一直困扰阻燃作战服中阻燃、舒适、耐用、防侦视等特性

相互间存在矛盾的科学技术难题。该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标志着国内共聚阻燃聚酰胺 66

纤维加工技术的新突破，鉴定意见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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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7 件，实

用新型 1 件，形成标准 2 项。开发的阻燃

聚酰胺 66 纤维及其面料已在新型作战服

上得到部分批量装备，推动了我军军用被

装材料的技术进步，开发的航天员舱内

服、睡袋、工具袋也正式列装，并在航天

某型号导弹、航空地毯、阻燃工装服等领

域得到应用；截至到 2020 年 12 月底，

共实现销售收入近 2.4 亿，经济和社会

效益显著。

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需工

程研究所（原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

原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装备研究所，简称军需所），成立于 1960 年 6 月，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专门从事后勤军需装备研究的科研机构，目前是我军唯一从事军用被装研制单位，主要担

负全军被服装具、单兵弹道防护装备研究与开发、

救生装备、野战饮食装备和军用食品的研究任务。

建有“功能性纺织材料博士后流动站”，建有“国

家特种防护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人

民解放军特种服装质量检测中心”、“中国人民

解放军服装功能检测检验中心”、“北京市应急

保障工程技术中心”等。

曾主持毛料服装、“的确良”、仿毛化纤、

高强维纶等系列新材料的研制；负责85式、87式、

97 式、07 式服装研制，制式服装突出亮点均为

新材料技术的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11 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2 项，省部级奖 100 多项；拥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优秀的创新团队，一批全军领军、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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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锑环保型聚酯熔体直纺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浙江恒澜科技有限公司、海宁澜钛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酯（PET）是目前世界上产能最大、用途最广的聚合物之一。目前用于聚酯合成的催化

剂主要为锑（Sb），在纺织品的染整过程中，聚酯纤维产品中的重金属锑进入废水中，进而污

染水源，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随着环保压力的增加，锑排放超标已经成为了限制纺织行业发

展的瓶颈。因此开发聚酯的绿色制造技术，减少重金属锑的排放，缓解下游印染企业污水处理

压力，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主要针对无锑环保型聚酯的催化剂合成、聚酯聚合、纺丝等各环节中存在的瓶颈问题，

从钛催化剂复配、添加方法、聚酯聚合、熔体稳定输送、钛聚酯可纺性等相应的关键技术进行

研究。项目采用催化络合技术研制了含助催化剂、络合剂的高效稳定复配型钛 - 磷催化剂，解

决了钛系催化剂聚酯色相差的难

题；研发了催化剂的射流闪爆添加

技术，实现了微量催化剂均匀分

散；结合无锑环保聚酯的流变性

能、化学结构、分子量分布、热性

能等测试分析，优化了聚酯熔体

输送与分配、纺丝及后加工工艺，

形成了钛系催化剂用于聚酯熔体

直纺成套技术，开发了钛系聚酯

长丝、短纤以及系列差别化聚酯

产品。

该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16 件，

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 4 件，制定企

业标准 4 项，并牵头起草 5 项行业标准。已经形成 500 吨 / 天生产能力，实现了大容量钛系聚

酯熔体直纺聚酯长丝的规模化生产，运行稳定。项目产品已在下游客户进行推广，截止目前，

项目已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75664 万元，其中净利润 9480.42 万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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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实施了一条战略制胜

的发展路线，是国内首家掌握大容量直纺技术和

两百万吨级 PTA 生产技术的企业。公司的前身

为 1974 年成立的织袜厂，随后发展拥有织造、

印染、面料和加弹业务并于 2000 年以后逐步剥

离了织造、印染、面料等低技术业务。公司于

2001 年第一条熔体直纺线投产，是首家进入聚

酯领域的民营企业，国产化大容量熔体直纺技术

的应用开创了国内聚酯行业先河，是中国聚酯行

业革命性突破发展的里程碑。公司于 2005 年第

一套 PTA 装置投产，是首家进入 PTA 领域的民营企业；公司于 2011 年全球首家应用 PTA

单套装置两百万吨级技术，PTA 单体规模化实现了技术性突破，PTA 单位生产成本实现了低

成本领先。

如今，恒逸石化参控股 PTA 产能达到 565 万吨，自

有权益产能 292 万吨；PET 产能 210 万吨；首家与中国

石化合作在建全球最大单体 CPL 产能 20 万吨；产业链

综合产能连续五年位居国内化学纤维制造业前列。公司

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实现了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50%

的快速增长，净利润实现了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50%

的高速增长。

恒逸石化拥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冲动和创新资源整合

能力，在石化化纤装置产能规模化和技术国产化方面，

多次参与重大技术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公司是 200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得主，是中国纺织技术

创新学术奖企业，设有恒逸研究院、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对外交流，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战略合作，分别与浙江大学、东华

大学等高等学府密切合作，始终站在石化化纤领域的前沿。

展望未来，面对后危机时代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恒

逸石化继续坚持“巩固、突出、提升主营业务的竞争地位”，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走

向高端化，逐步占领产业链制高点，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创造股东

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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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粗旦双组份纺粘非织造布生产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大连华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纺织大学、 

大连华阳百科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盈福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远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纺粘非织造布已成为岛礁、机场、大坝和港口等重大工程中的防水处理和结构加固的关键

材料。传统单组份和细旦纺粘非织造布无法兼具上述领域要求的高强度、高挺度、高延伸和低

收缩等性能，唯一能满足要求的粗旦双组份纺粘非织造布的核心制备技术及装备被德国科德宝、

美国杜邦、荷兰禄博纳等公司所垄断，使国防土工建设中的关键材料受限，是“卡脖子”技术。

因此，开发国产化技术及装备意义重大。

该项目攻克了高强粗旦双组份纺粘非织造布生产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突破技术瓶颈，形

成如下创新：

一、独创了粗旦低缩双组份纤维的制备技术及装备：开发了双组份复合三箱体精密纺丝箱

体，形成了粗旦双组份纤维喷头高倍拉伸成型技术；研发了孔板式多线程分布独立可控的侧吹

风冷却技术和装置，解决了粗旦、不同比热容皮 / 芯纤维的同步冷却难题；研究出低倍牵伸高

结晶度的机械热辊牵伸及定型技术，赋予粗旦双组份纤维低收缩特性。

二、创立了均匀铺网集成技术及装备：研发了气流扩散双静电分丝高频大摆幅均匀铺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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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技术及装置，发明了纺粘非织造布幅宽

调节和幅边收边自调匀整控制技术，解决

了粗旦纺粘非织造布的幅宽和幅边匀整调

控难题。

三、集成了高强粗旦双组份纺粘非织

造布产业化生产成套设备，实现产业化：

设计了风仓内导流板结构，研发了组合式

恒压场紊流态圆网高温热风固结设备和技

术，实现了粗旦纤维均匀固结，解决了兼顾高强度、高挺度、高延伸和低收缩的纺粘非织造布

制备难题，集成了高强粗旦双组份纺粘非织造布成套技术与装备，实现了产业化生产。项目技

术经专家鉴定认为：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型专利 11 件。形成了 1 万吨 / 年的生产能力，累计销

售收入 5.8 亿元，新增利润 1.6 亿元。该项目成果提升了我国产业用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为

国防建设提供关键材料，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产品升级换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连华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1 年，是大连市高端纺粘非织造布成套装备

工程实验室挂牌企业，也是中国聚酯纺粘技术装备及产品研发基地。在中国聚酯纺粘法产业用

非织造材料领域，大连华阳新材是一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和集成化工程技术开发能力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并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两化融合体系认证，有

效运行着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

大连华阳新材始终致力于科研创新，成立了聚酯纺粘法技术开发试验中心，拥有研发人员

32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27 人，中国纺织行业技术带头人 1 人，教授级高级职称 1 人，高

级职称 9 人，国家注册工程师 2 人。试验中心的技

术研发人员均多年从事聚酯、聚酰胺、聚丙烯、聚

苯硫醚等纺粘非织造布的生产方法研究，拥有专

业的化纤材料及成套设备的研发技术。以科研创

新作为发展基础的大连华阳新材，现有国家发明专

利 18 件，实用新型专利 79 件；公司先后被工业和

信息化部授予“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服

务型制造示范项目”称号；被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协会授予“中国聚酯纺粘技术装备及产品研发基

地”；被辽宁省科学技术厅授予“辽宁省瞪羚企业”

等荣誉称号。



2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纳米碳素复合纤维与功能产品产业 
化成套技术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愉悦家纺有限公司、青岛大学、新材料与产业技术北京研究院、 

山东黄河三角洲纺织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导电纤维广泛应用于军事、医疗、航空航天、工业、农业等领域，也是制造健康纺织品的

关键材料。项目针对金属镀层纤维易氧化、金属纱线可纺织性能差、碳素共混纤维电阻大等问题，

以碳纳米管等为导电材料，开发集导电、远红外、保暖和抗菌等功能于一体的纳米碳素复合纤

维与功能产品生产成套

技术，攻克了导电纤维

碳素涂层易脱落和 5 伏

电源驱动等难题，实现

了产业化，主要技术内

容包括：

1. 纤维束纳米碳

素粒子均匀涂层与热固

化技术。研究纳米碳素

粒子双重分散方法和纤

维表面修饰技术，创建

树脂 - 碳素粒子 - 纤

维三相交联固化模型，

开发出纤维束浸渍 - 弹性控液和热固化技术，提高了纤维涂层均匀性和耐久性。

2. 纳米碳素复合纤维生产装备。研究纤维带液量随穿行路径和张力的变化规律，研制出隧

道式纤维束浸涂、集束通道式纤维束涂层和纱线电阻在线监控等设备，耐水洗电阻变化率降低

59.6%。

3. 电致远红外暖芯电路设计织造技术。研究复合纤维纬纱张力均匀调控方法、金属纱线和

长丝双轴整经与张力匹配技术，开发双区异紧密度织物设计织造技术，实现了暖芯电路织物一

体化织造，电阻变化率方差由 0.48 减少到 0.06。

4. 多功能纳米碳素复合纤维制品设计制造。研究多部位温度测控一体化电路，开发“一布

多用”暖芯片高效制作技术，研发电致远红外产品能源管理系统，制造出远红外理疗、高保暖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简介

29

和抗静电等产品，生产效率提高 1.4 倍。

项目申请专利 23 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11 件。项目已建成纳米碳

素复合纤维、织物、暖芯元件和缝制生产线，在杭州绘睡、上海仟兆、山东悦美、上海芳欣、

山东黄河三角洲纺织科

技研究院和愉悦等 7 家

企业实现了推广应用，

新增销售收入 10.69 亿

元，利税 1.18 亿元，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项目

的实施，对深化纺织产

业结构调整，畅通内需

为基点的产业链循环，

建设高质量纺织制造体

系，具有重要示范和引

领作用。

愉悦家纺有限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企业、国家工信

部重点跟踪和培育的品牌企业和中国家纺行业十强企业，2020 年，集团总资产达到 101 亿元，

实现销售收入 111 亿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2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

等奖 3 项。

近年来，企业秉持“以科技为人类创造舒适、健康、环保、多彩的居家生活”的企业愿景，

通过实施新型健康材料、医康养联合体、山东健康职业学院等一批山东省重点项目，产品结构

优化、科技创新水平、盈利能力、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0 年投入研发经费 3.1 亿元，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3%（行业规上企业平均水平为 1%），拥有 245 项国家专利，参与了 36

项国家及行业标准认定，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级技术创新

平台 2 家；山东省生态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技术创新平台 15 家；先后承担 11 项国家级重

点工程项目。引进中外院士 2 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1 名，自主培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专家 1 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2 名，先后 6 人次荣获全国劳模、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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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介入用高强低蠕变线材制备 
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杭州锐健马斯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香海织带机械有限公司

我国每年运动损伤及退行性病变近 1 亿人次，90% 以上采用微创介入手术治疗，而国内运

动医学器械占比不足 14%，国产微创介入用手术器械需求急迫。《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已将运动医学固定系统相关产品列为大力发展方向。固定线材

作为运动损伤修复器械的核心单元，其原材料、产品和技术被发达国家长期封锁。因此，自主

研发出可长期植入的高强低蠕变固定线材是破解这一“卡脖子”问题的关键。

该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1）医用级高强低蠕变 UHMWPE 长丝制备技术：针对长期植

入型 UHMWPE 增强降蠕和十氢萘超低残留整理的难题，开发低速高应力牵伸技术和常温常压

无损十氢萘极限萃取技术，建成我国首条且目前唯一一条医用级UHMWPE长丝产业化生产线；

（2）微创介入用多级线材精细加工及异型线材精准成型技术：针对低摩擦、高刚度 UHMWPE

长丝小曲率半径结构精细化编织难题，研发以多级编织技术为核心的异型线材可控精准成型装

备与关键技术，开发多重适配固定线材 14 个系列 532 种产品；（3）微创介入用线材表面功能

强化关键技术：开发表面负压闪涂及柔化后牵伸技术，建立国内首条医用编织线材的降蠕、增柔、

保形、促愈功能强化整理生产线。获批 NMPA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6 个、CE 注册产品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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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申报专利 22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0 件，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 5 件，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制定团体标准 1 项。项目近三年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树立起

了运动医学微创介入线材的行业标杆，也为纺织材料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探索提供借鉴。

杭州锐健马斯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本玖仟万元整，主要从事第一、

第二、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专业从事骨科运动医学领域产品研发与销

售的生产型企业。经过近些年的行业积累，公司已经培养了强大的机加工、精加工能力；通过

引进人才，建立了自己的缝线编织能力；同时与国内外高校和相关人员合作，目前已经在医用

微创介入线材、PEEK 材料注塑、可吸收材料研究和能量平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现阶段合

作的知名高校有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强大的机加工和精加工能力、缝线编织能力、PEEK

材料注塑、可吸收材料和能量平台的生产能力，为公司在运动医学领域的竞争筑起了坚实的壁

垒，并使之在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非常注重研发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建设，于 2018 年获得杭州市企业高

新技术研发中心，2020 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

型专利 23 件，外观专利 22 件，成为亚洲领先，国内最先拥有运动医学领域全系列产品线的

公司。同时，公司严格按照 ISO 13485 质量管理体系及国家药监局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研

发和经营，大专或初级职称以上科技人员占总人数的 80%，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

总人数的 35%。目前，公司已经拥有一类医疗器械产品近千种规格，二类医疗器械 4 个证书

上百种规格，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7 个，CE 注册产品 17 个，有望于 2021 年再获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 2-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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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性PTA 氧化催化剂绿色制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上虞利星化工有限公司、济南朝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金海湾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创造性地采用直接合成的液体催化剂替代原来的晶体催化剂，形成了液体催化剂完整

的绿色制备工艺和设备技术，发明了高活性醋酸钴绿色制备、高活性醋酸锰绿色制备、高活性

钴锰溴或醋酸钴锰绿色制备、钴

锰回收再利用绿色闭路循环工

艺，发明设计了高效反应器等核

心设备。与传统工艺相比，醋酸

钴反应器效率至少提高 169 倍、

能耗低于传统工艺的 2%；醋酸

锰反应器效率至少提高2.66倍、

实现利用反应热的零外供能耗；

溴化钴和溴化锰首次实现使用金

属钴和锰作原料，且反应器产率

能 分 别 达 到 6.67x10-3 kgCo/

L·h 和 8.33x10-3 kgMn/L·h，溴化钴实现低能耗、溴化锰实现零外供能耗；主要原料消耗

达到理论值，产品中主要杂质含量降低 90% 以上，已被广泛应用于 PTA、MTA、TMA 以及

医药制造等领域，应用中催化活性及选择性优良、稳定性好，无污染。

该项目获得专利授权 11 件，其中发明专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关键技术的突破也

是对固液反应理论即 Fick 扩散第一定律的创新应用，实现了扩散系数、浓度梯度和比表面积

的三者乘积效应，对同类化学反应器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浙江上虞利星化工有限公司 2012 年由杭州金海湾化工有限公司收购兼并原上虞市利星化

工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路 15 号。公司 2018 年被评为浙江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被评为“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完成了对潍坊

欣泽希化工有限公司和大连金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家生产企业的并购重组，成为国内最大

的钴锰及钴锰溴催化剂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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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纳米纤维纱的宏量制备 
关键技术及在智能服装中的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南通纺织丝绸产业技术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正大针织有限公司、

长胜纺织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江苏鑫缘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纳米纤维具有极高的比表面积、独特的表面性能及优良的力学性能，在环境保护、生物医

药、防护服、柔性电子器件等领域具有重大的研究及使用价值。在众多纳米纤维制备技术中，

静电纺丝因效率高、工艺简单、成本低等优势成为制备纳米纤维最具发展前景的方法。当前，

纳米纤维多以膜的形式存在，但较低的力学性能致使其难以进行再加工处理，限制了其应用领

域。定向排列的纳米纤维纱有望突破该壁垒，因此如何连续高效地宏量制备纳米纤维纱成为近

年的研究热点。该项目在长期研究高效稳定的单针静电纺纳米纤维技术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纳

米纤维纱制备过程中的产量低、连续性差、质量低等技术瓶颈问题，开发设计了一套带辅助电

极的多针水浴静电纺丝装置，攻克了高强取向纳米纤维束的连续宏量制备关键技术，利用自主

研制的并合加捻卷绕装置形成了高强纳米纤维纱连续加工技术，独创性实现了聚酰胺 6（PA6）、

聚丙烯腈（PAN）、热塑性聚氨酯（TPU）等多种功能性复合纳米纤维纱的宏量生产，包括

导电纱、力学增强纱、抗菌纱、有色纱等，在柔性智能可穿戴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项目通过研究实现了复合取

向纳米纤维纱的连续稳定制备，

并成功开发了高敏感的柔性应变

传感器，可用于智能纺织品及健

康监测等领域，为功能性纳米纤

维纱的宏量制备及柔性传感器的

开发与应用奠定基础。项目已获

得相关授权发明专利 12 件，实用

新型专利 3 件，发表高质量论文

28 篇，其中 SCI 收录 22 篇。项

目技术在正大针织、长胜纺织科技、鑫缘丝绸科技等公司的产品中得到广泛应用。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建

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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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定向纳米纤维的生物医用材料 
结构设计及产业化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云帆（天津）仪器有限公司

该项目利用创新设计的静电纺丝装置，构筑基于定向纳米纤维的可吸收纳米纤维包覆纱缝

合线、小口径人工血管支架和椎间盘纤维环支架等医用材料。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纳米

纤维定向和成形过程机理：利用高速摄影机研究纳米纤维在接收电极上的定向沉积状态，并利

用模拟软件模拟电场分布，揭示纳米纤维定向和成形过程机理。（2）制品结构调控和物理性

能表征：研究溶液性质、纺丝条件和接收电极结构对纳米纤维定向程度、成形效果和物理性能

的影响规律，实现应用性能需求下的可控制备。（3）定向纳米纤维结构材料生物医用性能表征：

将细胞接种在制品上进行体外培养，通过扫描电镜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的生长状态，

通过甲基噻唑四唑（MTT）法测试评价制品的体外生物活性。项目授权直接相关发明专利 3 件。

项目旨在开发可吸收纳米纤维包覆纱缝合线、一体化小口径人工血管支架和椎间盘纤维环

支架等医用材料，制备的定向纳米纤维包覆纱与纺织加工技术相结合，可以制备多种结构形式

的功能性医用支架制品；一体化小口径人工血管支架具有真实血管结构的内层、中层和外层纳

米纤维膜；椎间盘纤维环支架具有利用定向纳米纤维构筑的模拟实际椎间盘 15 ～ 25 层的环形

胶原纤维板层结构。项目开发的基于定向纳米纤维的系列生物医用材料，通过相关动物实验和

风险分析，可以最终推向临床应用。不但满足了国内医疗领域的多样化市场需求，填补了相关

医用材料的自主研发空白，而且通过合作单位共同研发的相应静电纺丝装置，现已销往众多高

校和科研院所，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西安工程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

久、办学基础雄厚、办学特色鲜明的综

合性高等学校，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以

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高校。学校现有实验

室 131 个，其中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7个，

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国家和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 个，国家级和

省部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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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高产高质清梳联

项目完成单位：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随着纺织行业的进步，基于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纺织生产的

自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制造，研发智能化、短流程纺织装备成为纺织智能装备的发展目标，

项目的关键技术及创新点为：1）抓棉机实现三个品种抓取，稳定可靠，精细抓取，智能

调整供棉。2）国际首创并联式单轴流工艺，开松更充分，除杂效率更高，产量更高。3）多仓

混棉机强化的四重混合功能，储棉量大，混合效果好，确保清梳联连续稳定生产。4）实现了

不同原料精确配比的精细混棉功能。5）优化了清梳联工艺配置流程，机台合理分工，开松柔

和细致，提高了生条质量指标。6）全自主创新高产智能梳棉机，工艺成熟，分梳精细，调整方便，

品种适应性强；可配置棉结在线监测、盖板隔距在线检测、锡林接针保护、智能统计分析生条

条干、针布寿命、能耗等智能化配置。7）发明了一种均匀配棉装置，开发了新的清梳联系统、

给棉喂入装置、适

用于高含杂原料的

分梳模块等。8）

发明了一种纺织机

械设备故障预防处

理方法，开发了清

梳联远程运维系

统，实现了对清梳

联设备的预维护及

实时诊断。9）研发了具有集成火探排除功能的重物分离器、往复抓棉机中的防火报警及灭火

装置等多种清梳联安全装置，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10）同友商相比，相同配置清梳联流程，

实现节能 20-30%。

项目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26 件，外观专利 2 件，

软著 2 项，相关论文 14 篇。

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是国家纺织机械制

造行业的大型骨干生产企业，是纺织梳理设备与自动络纱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企业三大主导

产品梳棉机、开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市场占有率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产品除满足国内市

场外，还远销亚、非、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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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2025 智能组合式粗纱机

项目完成单位：赛特环球机械（青岛）有限公司、徐州天虹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青岛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组合式粗纱机是国家“十三五”高端纺织技术装备重要部分，随着国内“用工荒”问

题的不断加剧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研究一种粗细联合智能全自动粗纱机系统，实现纺

织厂生产的智能化、数字化、连续化。主要科技内容如下：

1. 在结构布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间动力输出组合式传动系统，打破了传统粗纱机的设

计方式和设备排列布局，使单台粗纱机的锭数成倍增加，最大可达到 480 锭，既能匹配任意长

度的细纱机长车，又可适应大规模、小批量、多品种的市场需求。该系列产品属全球首创。2. 研

究了粗纱纺纱工艺的特点，采用运动控制技术，达到了纺纱工艺数字化，实现了全电子牵伸。

自主开发柔性纺纱系统，可实现自适应粗纱张力调整。同时可选配负压自动生头配置，以提高

粗纱生头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3. 针对纺织行业信息化的需求，研究了工厂级的信息化架构，

开发了环球云系统，模块化对接 MES、ERP 等。建立了环球云平台，创新性的开展了粗纱及

粗细联大数据的研究。提高了设备的整体智能化

水平。

该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授权发明专

利 7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 件，软件著作权 3 件。

项目研发的智能组合式粗纱机，设备性能指标超

过瑞士立达、德国青泽、日本丰田国外同类产品

标准，并已成功进入国内外市场，用户包括天虹

集团、咸纺、孚日等国内知名纺织公司，实现了

中国智能组合式粗纱机走向国际的关键性突破。

赛特环球机械（青岛）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集纺织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一体的高端专用装备制造企业。公司是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工信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国家智能制造系统远程运维服务试

点示范企业、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中国纺机行业产品研发中心、中国纺机行业粗细联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中国纺织行业筒

纱智能物流装备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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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多层立体智能织造装备及其 
应用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吴江万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苏州大学

作为常见增强体的机织物具有多层、异形、变截面的特点，目前大多采用人工或半自动

加工方式，加工效率低、产品稳定性差。项目通过产学研合作，以建立三维织物的智能织造系

统为目标，创新地解决了三维多层立体异形截面织物织造的难点技术问题，取得的主要创新成

果有：

首次实现通过 PLC 技术将 8 个电子提花单元组成协

同运动的织造系统。每个提花单元可控经纱 12800 根，使

总经纱数量达到 102400 根，成功解决多提花单元、超大

针数、超多经纱的协同控制和精准控制。创新设计制造了

特大动程的选针组件，采用电子控制的复动式开口机构，

使开口动程达到 320mm，远超目前常规织造选针组件的开

口动程 68-130mm，使交织层数可达到 52 层。通过全油

浴齿轮传动技术，成功解决了大针数，重负荷的机械传动

难题。创新实现了电子提花单元的新型环形布置方式，在满足装配、维修和操作的同时，通过

电子控制系统可以确保织造时织物经纬密度均匀，在变截面（如圆锥形）位置按需要有规律的

增（减）纱线，实现异形截面织物的智能可控制备。

该系统织造时最大经纱层数可达 54 层，织物厚度 30mm，最大直径 450mm，织物形状为

圆柱形、圆锥形等，成功解决了超多经纱、多层、变截面、复杂形状等三维立体织物的智能化

织造难题，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有效地保证不同批次产品的质量稳定性。项目获授权发明专

利 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软件著作权 2 件，发表论文 5 篇。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中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外企业，所生产织物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等重要领域，获得业

界的普遍认可，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吴江万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制、生产、销售高端机电一体化纺织机械的江

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以电子提花机为主导产品自主研发创新性质的企业，依托集团的博士后工

作站与苏州大学、东华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及清华大学等多家国内知名院校合作，获得多项科

技成果，并拥有自主研发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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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毛圈织造关键技术与数字化毛巾 
织机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山东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

现有毛巾织造装备仍依靠机械或半机械方式进行产品变更，复杂组织织造难和毛巾品种更

换效率低，从而不能有限满足市场的快速变化，严重制约了毛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通过

联合攻关，发明布动 / 筘动系列数字式起毛装置、创新基于伺服电机力矩的时变毛经张力闭环

调节系统、研发系列机电辅助装置以及网络化控制系统，实现了立体毛圈织造关键技术与数字

化毛巾织机重大突破。主要创新如下：

1. 数字式起毛装置：发明了布动 / 筘动系列

数字式起毛装置，实现了经纬双向毛圈参数动态独

立调控，突破了毛巾织造装备关键技术瓶颈，实现

了浮雕、波浪、缎毛等效果毛巾织物的高效柔性

加工。

2. 毛圈精确成形控制技术：研制了基于伺服

电机力矩的时变毛经张力闭环调节系统，解决了毛

经纱有效夹持和毛圈精确成形难题，有效减少了毛

圈成形过程中的纱线回撤行为，保障了毛经纱有效

夹持和毛圈精确成形。

3. 系列机电辅助装置：研制了开关磁阻主驱动电机、随动边撑、自动寻纬装置以及气喷参

数跟随技术等关键装置与技术，支撑了毛巾织机有效集成，保障了整机高效运行。

4. 网络化控制系统：研发了适配数字式起毛装置嵌入式工业控制系统，设计了毛巾打版系

统，开发了具有参数在线设定和状态远程监控的机联网系统，实现了联网集群的柔性织造。

该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7件、实用新型和软件著作权6件，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项目技术已在孚日集团、淄博新亚等行业龙头企业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显著。

山东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隶属于浙江日发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拥有三十多年的无梭织机生产经验，是我国主要的无梭织机研发、制造基地。目前，已拥有“喷

气织机、剑杆织机、毛巾织机、喷水织机、NSN 非织造装备”五大核心产品线。产品远销欧州、

亚洲、非洲、美洲等二十多个国家，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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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生产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及其产业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天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山东华兴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商丘市方舟棉业有限公司

针对纺纱生产过程中的数字化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发了基于工业物联网的智能纺

纱 MES 云平台，将生产各环节中的人机料法环等数据有机融合，实现了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纺

纱领域的若干创新应用。

项目成果是对团队过去 15 年研发历程的总结，更是对数字化新技术在纺纱领域创新应用

的凝练，主要内容和技术创新如下：

（1）设计研发了适用于纺纱车间的高可靠低延迟数采系统：构建了纺纱生产过程全设备

物联网络，解决了异构工业网络数据获取瓶颈，系统研究了纺纱车间影响总线网络稳定性的因

素，设计了网络接地模式及策略，解决了强干扰环境下工业通信网络的稳定性问题；

（2）研发了基于边云技术的智能纺纱 MES 云平台：实现了设备实时状态监测、故障的

即时报警、生产进度的动态预测、关键数据的历史回溯、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生产数据的智

能分析、客户订单的实时追踪、工艺数据的远程写入以及产品质量的档案管理等功能，完成了

纺纱全流程、全设备数据的集成、融合和分析；

（3）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了多场景下的纺纱数字化创新应用开发了包括

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生产质量追溯系统、领域知识驱动的成纱质量预测系统、差异化纺纱生产

中的订单预排系统、动态产能平衡计算系统、纺纱设备在线诊断及运维和多维度纺纱工艺管理

系统。

项目授权专利 11 件，发表论文 20 篇，相关软件著作权 38 项，相关成果“天启 TIS 系统”

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郑州轻工业大学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是河南

省重点建设高校。自 1977 年建校以来，学校秉承“为

之则易、不为则难”的校训，抓住国家促进高等教育

发展的历史机遇，不断开拓创新、砥砺奋进，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

艺、经、管、法、教、农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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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面料与 
服装协同设计系统研发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北京商询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开发了基于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的面料与服装协同设计系统。该系统包括虚拟

现实服装设计 & 秀演、混合现实服装设计 & 交互和云端数据资源管理三个子系统，运用了多

租户 SaaS 技术、跨平台协同技术、远程协同技术、第三方视角技术和动作捕捉技术等，创建

了面料与服装设计的数字孪生平台，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用户之间建立了可交互的多终端

协同设计信息回路，通过环绕式虚拟服装立体影像，构建了富有沉浸感和仿真效果的设计与展

示场景，实现了面料与服装的三维、动态、多用户、远程、协同的交互设计。

项目获得软件著作权 6 项，均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多终端服装

面料三维实时渲染与展示、远程三

维虚拟协同设计服务和第三方视角

协同设计服务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填补了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在

面料与服装设计领域应用的空白。

项目研究成果已在中国纺织面

料流行趋势研究与发布联盟企业、

国家纺织产品开发基地企业和重点

纺织产业集群地纺织服装企业等代

表性企业和集群中先行推广使用。

经纺织服装企业应用，证明能够显著提升纺织服装设计师的产品企划与设计能力，提高供应链

上下游之间设计、生产和推广的沟通质量和效率，有效降低了纺织服装企业新产品研发与营销

成本，提高了纺织服装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是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 , 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代管，是国内纺织行业最大的综合性研究与公共服务机构。是国家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国家生态及功能纺织品

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简介

41

基于人工智能（AI）的纺织纤维成分 
分析技术研究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冠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大学、天津工业大学

目前，国内外海关技术中心、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仍然是借助生物显

微镜，通过肉眼观测和化学溶解法对纤维成分进行检测，暂未见自动智能化设备在市场上流通

和应用。面对当下新形势，国内纺织检测机构必须高度重视自身检测自动智能化程度如何让人

工智能赋能纺织品检验检测，成为当前纺织品检测行业的一项重要课题。

项目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打破了传统检测与

人工智能的屏障，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将相

关 AI 前沿算法进行优化，应用 AI 视觉技术进行深

度学习、纤维分割、定位、连接、拓扑成分分析，

可准确地对采集到的纤维图像进行识别、分类、计

算，整体效率提升 10 倍，彻底解放人工。（2）开

发了针对纤维结构特征的双通道光学系统，采取上

下打光的方式，以突出纤维的立体感和表面纹理，

更加方便检测人员观测，解决了传统生物显微镜的

诸多使用弊端。（3）采用图像景深合成技术，实

现了多焦距的纤维图像融合增强，以获得清晰图像，

解决了自动对焦画面模糊的问题。（4）开发了特

种动物纤维褪色剂，在不损伤纤维鳞片的前提下，

提升了深色纤维表面纹理特征的识别能力。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 件，发表论文 7 篇，制定团体标

准 3 项。项目产品已量产 200 多台，应用于国内 30 多家检测机构、科研院校、企业等，经济

效益显著。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于 1930 年 4 月成立，是国内成立最早的由纺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有关

单位自愿结成的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全国性、学术性、科普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

纺织工程学会主要围绕学术交流、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普宣传、参与制定国家纺织科技战略、

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评价等提供纺织科技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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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刺法非织造布智能工厂关键技术 
装备及工程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济南永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学、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建筑大学、山东深蓝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特天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项目以水刺非织造布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为目标，建立订单驱动的智能制造新模式，实现

从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制备、仓储物流、产品追溯到运营管理的全业务流程智能化。项

目采用 22 种核心技术装备，突破多种短板关键装备，实现产品优良率提升至 99.5%，产能提

高 20%，运转率提高至 94%，减少生产用工 25%，综合指标大幅提升。打造面向非织造行业

的智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形成重大原创性成果：

1. 基 于 客 户 牵 引 的 订 单 驱 动 为 切 入 点， 建 成 国 内 首 座 集 设 备 开 发 与

“ERP+MES+EMS+WMS”与一体的水刺非织造布的智能工厂，打造面向非织造行业的智

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及生产全流程自动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2. 建成两

条水刺非织造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线智能控制及工艺参数智能预

测优化。3. 基于大数据平台技术及面向非织造行业应用的基因技术，开发全流程自动化控制及

人工智能非织造布智能集成系统，实现非织造布生产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的智能优化和柔性制

造，系统已应用到 2 条万吨级水刺非织造布智能生产线。4. 完成多项核心装备突破，自主开发

微波水分检测与烘干联动控制技术、AGV 小车及导引技术及装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体系，完

成关键工序设备的远程监测诊断及故障预警，实现水刺非织造布全流程装备国产化和生产全过

程自动化、智能化。

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授权专利 20 余件、其

中发明专利 5 件，获软件著

作权 15 项。该项目实现国

产首台套数字化水刺非织造

布成套装备示范应用，打破

国外高端技术装备垄断。

济南永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卫用新型水刺非织造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运营,

主要产品为水刺无纺布，广泛地应用于医疗、护理等领域，原料从玉米纤维、竹纤维、天丝等

绿色植物中提取，天然可降解、绿色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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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医疗卫生用纺织品 
韧性产业链协同技术及推广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东华大学、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快速构建了面向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的网络化协同技术体系，开发

了基于区块链的纺织行业供应链的可信技术，实现了担保支付模式的工业品线上交易信用体系；

研制了工业知识封装以及云边

协同的边缘智能一体机，实现

了重点防疫医疗卫生用纺织品

快速转产的边缘智能和知识封

装技术；搭建了产业链数字孪

生环境，建立军民融合的应急

状态下联动保供系统。

在应急状态下，项目利用

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技术有效保障了医疗卫

生用纺织品生产，并迅速的得

到了广泛应用，促进了医疗卫生用纺织品等应急物资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有力支撑了国家防疫

抗疫部署的落实，为国家应对紧急状态下快速达产、转产和优产提供关键技术，也为未来国家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保障应急物资的生产、供应提供了全新模式。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

授权发明专利 2 件，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30 项，累计发表论文 19 篇，制订国际标准 1 项、国

家标准 4 项。

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成立，是航天云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是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总体部与技术研

究院，是科技部复杂产品智能制造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挂靠单位，是北京市复杂产品先

进制造系统工程技术中心的核心组成单位，也是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发起单位。

主要致力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云制造技术研究与推广，以工业信息安全为基础，融

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5G 等新兴技术，重点服务政府、企业两类用户，以提升政

府数字化治理、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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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425-2019《纺织工业环境保护 
设施设计标准》

项目完成单位：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

该项目编制过程中，总结近年我国纺织工业企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和运行经验，广泛征求

全国有关纺织科研、设计、企业、专家学者的意见，结合国家新颁布的环境保护各项条例、法

律及新近出现的环境保护新技术，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项目”进一步规范

了纺织工业环境保护设施设计，防治纺织工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污染，适用于纺织工业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工程设计，以及以纺织工业为主的开发区环境保护项目的工程

设计。项目相关的三个发明专利和两个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

项目及时充实了国内外纺织废水

深度处理及回用已经成熟的新技术与

工艺，保证了新标准涉及的技术和工艺

与当今的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合拍；“项

目”相关指标紧贴着国家最新颁布的

环保要求予以调整，与时俱进；项目

重新考量了纺织行业各领域，弥补了

原“规范”留下的死角；项目针对一

些技术参数或指标所做的细化或调整，

既保证环保标准的法律严肃性，又能

有效地指导企业严格执行标准。

项目先后在义乌市五洲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申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百宏聚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应用，

均认为“标准”与国家环保标准合拍，对企业具有积极指导作用。

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 1960 年 9 月，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变更为上海纺织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纺织、印染、化纤、石油化工、建筑设计的甲级设计院

之一。建院以来，共承担国内外大中型纺织、印染、化纤等工程成套设计 2000 余项，并承担

各类民用建筑设计数百项；先后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外公司进行多项合作，

承担亚、非、欧地区工程设计数十项。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简介

45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的轻纺类 
消费品部分有害物质检测技术标准化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

基于我国进出口消费品中危害因子的高灵敏快速检测需求，以消费品中典型危害因子为检

测对象，采用表面等离子共振仪器，围绕轻纺消费品开展研究，建立消费品中有害物质表面等

离子体共振（SPR）检测方法，为我国进出口消费品安全检测提供多方位检测方法。

主要技术内容如下：（1）以壬基酚同分异构体为例，建立单克隆抗体制备方法，探索

SPR 用传感芯片的功能基团修饰。利用酶联免疫分析技术建立一种酶联免疫测定轻纺消费品

中环境激素的检测方法，实现快速简便、高灵敏度高特异性检测。（2）针对典型危害因子，

建立轻纺消费品 SPR 检测方法。研究传

感芯片修饰方法。根据轻纺消费品中不

同危害因子，选择合适的提取净化方法，

建立检测分析方法。验证相关参数，并

与传统检测方法结果分析比较，制定新

标准。（3）利用化学分析法，完成轻纺

消费品 SPR 检测方法的实验验证。建立

了轻纺消费品中新增邻苯二甲酸酯类化

合物的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有机汞

的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印花涂层中双酚 A 及其替代物的液相色

谱检测方法以及邻苯二甲酸酯的磁性固相微萃取法。（4）以双酚 A 为例，完成了对 SPR 检

测方法的风险评估：在完成消费品中危害因子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检测方法开发的基础上，项

目选取变色纺织品进行双酚A检测风险评估。热敏变色印花产品中存在较高的双酚A检出风险。

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发表论文 14 篇；制定并实施制定行业标准 6 项。该项目成果在

海关系统、检测公司、纺织企业等机构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46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GB/T 38147-2019 《服装用数字化 
人体图形要求》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院

自动测量仪器采集图像后转换成图形，从图形中获取人体尺寸轮廓，此过程中易产生误差，

结合自动测量仪在设备的数据定义，判定数据准确性标准、测量设备使用方法与控制等方面仍

存在相当的应用问题，特别是在推动服装互联网 + 的实施中，其目的和意义就更为深远。

该项目主要技术内容及经济指标：（1）对测量人体进行规范性图形建模，获得各个号型

的标准模型以及相应的尺寸；（2）使用自动测量仪获取人体某一控制部位截面轮廓图形，以

及该部位的具体尺寸数据，进行数据化验证研究；（3）根据标准模型趋势确定图形的特征信息，

通过特征点、图形相关度等来验证图形可用性研究。

项目已获批国家标准一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件。该标准项目所提出的自动测量仪人体

截面图形数据的要求，是推动服装三维测量行业应用设计的一次创新。正式规定了由三维人体

测量仪获取的人体截面图形数据

的验证方法，通过计算机编程实

时监测自动测量仪图形准确性，

可以实现实时判别最终服装用人

体数据准确性。攻克了我国企业

使用三维测量仪获得数据不准，

无法快速统一与验证的难题。该

标准的出台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

极大地推动我国三维人体测量工

程的建设，有助于量化行业管理

与服务，促进和引导我国三维人

体测量事业健康发展。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

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

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

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建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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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TAC 21-2018 《纤维中石墨烯 
材料的鉴别方法 透射电镜法》

项目完成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东华大学、 

享野（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石墨烯功能性纺织品具有远红外、抗菌、除臭等性能，但这些产品中质量参差不齐，有些

商业石墨烯纤维中掺杂的是石墨等其他碳材料。

该项目建立了透射电镜法鉴别纤维中石墨烯材料的定性检测方法，选择含有石墨烯材料的

不同材质的纺织纤维，通过光学显微镜、燃烧法、溶解法等对其主体材质进行定性，确定其种类，

溶解提取或超薄切片方法制样后，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能谱仪联用对含有石墨烯材料的

纤维进行定性分析。其中，溶解提取法适用于主体材料能够被溶解的纤维，超薄切片法适用于

易制成超薄切片的纤维。透射电镜法鉴别纤维中石墨烯材料是一种快速、有效检测纤维中石墨

烯材料的方法。

该项目解决了标准缺失问题，填

补了此领域的技术空白。标准发布并

推广应用于各大服装企业和检测机

构，受到了行业内的广泛关注，入选

成为工信部 2019 年百项团体标准应

用示范项目，有利于规范纺织品市场

中含有石墨烯的产品的质量，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能为市场监管提供有效

的检测依据和方法。同时，为纺织品

生产企业提供含石墨烯产品的检测依

据，保证其产品有标准可依，产生相

当显著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设立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设置的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类政府实验室，是国家级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不仅履行政府实验室职能，承担政府质量监督检验任务，同时接受企业的

委托检验，是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计量校准、体系与产品认证、标准化服务、培训与咨询为

一体的全国最具有综合竞争力的检测院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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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T 93098-2017《清梳联合机》

项目完成单位：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宏大新型纺机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东昌纺机制造有限公司、卓郎（常州）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东佳纺机（集团）有限公司

清梳联合机是纺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纺织企业清梳技

术改造的方向。以青岛宏大纺机为代表的国内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效短流程清梳联成

套设备，采用了“一抓、一开、一混、一清”的新型工艺配置及变频调速、气压控制、连续喂棉、

人机对话、故障诊断、自调匀整、伺服驱动等多项先进控制技术，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纺

织装备。

而清梳联合机一直

未有相关行业标准，已

大大制约国内清梳联合

机技术的发展，不能满

足国内纺织企业发展和

产业升级的需要。

该项目工作组经过

调研、分析研究、试验、

论证等工作，确定了清梳联合机行业标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技术指标。《清梳联合机》行业标准：

从清梳联合机产品的技术指标和性能指标等方面体现了标准制定原则，即：代表清梳联合机最

新技术的发展水平；注重安全、健康、环保和节能的要求；符合市场的需要，以最终产品生条

的质量指标衡量机器的性能特性。

项目实施四年来，基本上达到了引导市场、替代进口、节能降耗、促进纺织工业技术进步

的目的，表明《清梳联合机》行业标准是一个符合国情的重要的纺织机械产品标准。按照行业

标准技术要求生产的国产清梳联合机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可为纺织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为国内纺织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助力。

青岛宏大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是国家纺织机械制

造行业的大型骨干生产企业，是纺织梳理设备与自动络纱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企业三大主导

产品梳棉机、开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市场占有率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产品除满足国内市

场外，还远销亚、非、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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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EACH 法规的纺织品中禁限用 
物质检测技术与标准的研究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福建省纤维检验中心

项目以纺织品及纺织染整助剂为对象，针对欧盟 REACH 法规高关注物质（SVHC）和

Oeko-Tex 100 生态标准更新发布的 9 类 63 种禁限物质，对其特性及用途进行系统分析，

优化样品前处理条件和色谱质谱条件，建立完备的检测方法，制定了纺织品及纺织染整助剂中

苯并三唑、二苯甲酮紫外线稳定剂、二氢化牛脂基二甲基氯化铵表面活性剂、新烟碱类农药残留、

有机溶剂残留（1,2- 二氯乙烷、氯乙醇、氯乙酸、2- 甲氧基乙醇和 2- 乙氧基乙醇）、米氏

酮和米氏碱、阻燃剂等 11 项检测标准。

项目主要技术内容为：（1）首次建立相关检测和评价方法，填补国内空白。

（2）满足纺织行业需求，为

纺织产业质量提升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该项目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规避贸易壁垒、加强纺织品生态安

全质量监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

保障。

（3）进一步增强我国纺织行

业国际标准话语权。在项目成果被

国内应用基础上，正制定国际标准

项目 ISO/DIS 24040:2021，将填

补该领域国际空白，有效提升我国

纺织标准整体水平。

该项目制定国家标准 7 项、行业标准 2 项、团体标准 2 项；发表论文 8 篇；授权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 1 项。所建立标准已在全国检测机构广泛应用，近 3 年来实际检测样品达 20000 多批

次，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福建省纤维检验中心成立于 1986 年，是隶属于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是福建省内唯一的政府第三方纤维检验研究机构，国内最早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认可的纤维检验机构，并通过国家资质认定，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I 类产品质量检

验机构、福建省第一批省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站和福建省新型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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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取水定额标准研究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中国长丝织造协会、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

项目所含 9 项国家标准是我国节水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为：《工业企业产品

取水定额编制通则》（GB/T 18820-2011）、《取水定额第 4/14/20/21/24/25/44/45 部

分：纺织染整产品 / 毛纺织产品 / 化纤长丝织造产品 / 真丝绸产品 / 麻纺织产品 / 粘胶纤维

产品 / 氨纶产品 / 再生涤纶产品》（GB/T 18916.4-2012、GB/T 18916.14-2014、GB/

T 18916.20/21/24/25-2016 和 GB/T 18916.44/45-2019）。8 项纺织行业取水定额标准

以编制通则为依据，以单位产品取水量为核算单元，着力分析行业用水特点和技术管理水平，

解决了取水数据核算与检验关键问题，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定额值。

该项目授权专利 1 件，软件著作权 1 项。1. 为水利部门开展企业水资源论证、计划用水和

取水许可提供重要依据。2. 为工信部、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组织开展的工业企业节水

标杆、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提供一定支持，是单位产品取水量这一重要考核指标的主要参考标

准。3.为《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纺织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等多项标准提供数据支撑，

在补充和完善纺织行业绿色标准体系相关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4. 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

开展节水型企业遴选及水管理创新培训提供标准支撑。5. 企业积极开展对标达标活动，为重点

用水企业的节水管理和水效提升提供标准依据。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代

为管理的事业单位。三十多年来，纺织经济研究中心承担了大量国家和行业的重大研究工作，

在行业规划、经济运行分析、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节能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质量与单

耗研究、行业新闻发布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组织和参与了国家 973 课题《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标准的相关问题研究》专项、纺织行

业国家重点节水 / 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制订等

课题项目，组织制定纺织行业取水定额、节

水型企业、能耗限额等 20 余项系列国家标

准，以及纺织行业绿色制造等 30 余项行业

/ 团体标准，持续开展节能减排诊断咨询、

废旧纺织品再利用及绿色技术推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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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测定用控制织物国家标准样品 
（5项）的研制

项目完成单位：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北岳海威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纺织仪器厂

相比冶金、环境等其他行业，纺织行业的标准样品起步较晚，有部分标准样品一直依赖进口，

价格受制于国外；部分标准样品缺失，无法满足试验室对试验结果准确性的要求，因此急需对

这些纺织标准样品进行开发与研制。

项目针对目前缺失的 5 种纺织标准

样品开展了从生产工艺到特性值的定值研

究，并进行了大样本量的均匀性、稳定性

试验验证，研制了 5 项纺织领域常用的服

用性和功能性试验国家标准样品，并成功

取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标

准样品编号，成为有证标准样品（CRM）。

5 项 GSB 国家标准样品具体如下：

1.GSB-16-3631-2019《 马 丁 代 尔 法

测定纺织品耐磨性能用毛毡标准样品》

2.GSB-16-3632-2019《 马 丁 代 尔 法

测定纺织品耐磨性能用泡沫标准样品》

3.GSB-16-3633-2019《评定纺织品勾丝性能用机织物标准样照》4.GSB-16-3634-2019《测

定纺织品抗菌性能用控制织物标准样品》5.GSB-16-3635-2019《测定纺织品热阻和湿阻用

标准样品》

项目取得的成果标志着我国在纺织行业标准样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填补了纺织领域国

家标准样品的空白，为纺织品耐磨、勾丝、抗菌、热阻和湿阻性能的测试方法标准提供了配套

的实物标准样品，解决了其测试及评价所用标准样品不统一、实验室间测试结果没有可比性的

状态，为各检测机构之间实验数据的可比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04 年出资组建，是

集标准、检测、计量、认证和验货多位一体的综合性技术服务机构。可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全

方位、全产业链解决方案，并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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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印染行业重点企业碳排放评价及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组构建了以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多属性综合评

估法，可以在组织层面评价纺织行业重点企业的碳排

放属性，对企业碳排放程度进行分类分级，还可识别

温室气体减排关键因素。

纺织行业重点企业碳排放共性评价方法学研究：

分析目前已有的纺织行业碳排放评价量化和验证的共

性方法；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

确定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并进行分类。制定了一套适

合我国国情的工艺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共性方法

学，包括工艺过程排放的边界确定、基准线选择、排

放因子、量化方法（物料衡算、计算模型）等关键环

节和步骤，以及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等。在重点

行业工艺过程温室气体减排共性评价技术研究的基础

上，运用标准化方法，针对纺织服装企业，制定了国

家标准。

纺织行业重点技术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及试点应用：分析纺织行业加工流程中温室气体

排放相关要素，建立纺织行业重点技术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减排量化方法。对比节能减排技术与

常规工艺技术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设定减排量定量评价基准值，体现了减排技术的集成应用。

针对高效节能工艺，测算比对有节能减排特征的工艺和传统工艺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差异，并

在相关企业进行了试点示范。通过引用定型机尾气处理及余热利用技术、引进新型低浴比染色

机，单位产品水耗、电耗、蒸汽消耗量显著降低，经济效益明显。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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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染色纺产品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青岛大学、山东锦润嘉植物染色科技有限公司、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丰新型纱线及面料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以纤维素纤维的散纤维染色和色纺色织加工为突破点，创新研发植物染液纯化技术、

快速检测技术和散纤维水洗技术，实现散纤维植物染色的高质量工业化生产；进而突破振荡式

开松梳理技术、螺旋气流光洁纱生产技术和植物染测配色技术，实现了多色系多品种植物染色

纺纱生产，开发了系列植物染产品。

主要技术内容：（1） 针对植物染料杂质

含量高、染色纤维可纺性差的问题，提出了植

物染液微纳米杂质高效分离技术，研发了履带

碾压式散纤维连续化水洗技术与装备，优化了

植物染纤维养生工艺，创新设计制备了振荡式

开松梳理技术与装备和摆动自调节活动盖板梳

理机构，解决了植物染纤维难以进行色纺纱生

产的难题。（2） 针对植物染料纯度不稳定、

染色质量差的问题，提出了植物染液含量快速

检测技术，研发了多频协同间歇式超声波促染

技术与装备，稳定了植物染色纤维的质量；自主研发了螺旋气流光洁纱生产关键技术与专件，

提高了纱线质量；建立了植物染散纤维色纺加工的专用测配色体系，实现了多色系多品种植物

染产品生产。（3） 在形成植物染色纺产品工业化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研究了植物染产品高效

鉴别方法，制定了系列植物染产品标准，建立了植物染工业化示范生产线。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8 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另申请发明专利 13 件，发表科技论文 5 篇，

制定企业标准 3 项。项目已具备千吨 / 年纤维染色，五万锭色纺纱，百万米匹染布和百万件套

健康产品的生产能力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现位于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北环路恒

丰工业园区。现拥有近 20 万纱锭，生产各类新型特色纱线。企业技术力量雄厚，有健全的高

层次研发队伍和研发手段，新产品研发始终处于高、精、尖、新的领先水平。在纺纱新产品研

发方面具有较大的研发优势，是行业内差别化纤维生产研发领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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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羽色彩仿生设计技术研究及其 
在纺织品中的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敦奴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天元织造有限公司、 

御秀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德清金丝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项目基于大量原创鸟类照片筛选和羽毛色彩和谐分布规律的分析，研究形成了改进

K-Means 聚类算法、色彩提取与分色方法，获得了其色彩分布规律，形成了产业化应用的一

套真丝提花织物鸟羽色彩仿生设计方法及配色方案；研究了真丝混色织物与织物显色之间关系，

开发了具有鸟羽色彩特征的真丝提花织物。项目在鸟羽色彩仿生设计技术、在丝绸产品中的应

用方面有创新，为丝绸产品设计提供了配色灵感源，其工艺技术处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进行过程中，授权国家知识产权 14 件（发明专利 9 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软件著

作权 1 项），发表相关论文 8 篇。

技术指标：1）投梭数量 4；2）经向断

裂强力为710 N，纬向断裂强力为1200 N；3）

耐干摩擦色牢度4-5级、耐湿摩擦色牢度3-4

级；4）耐皂洗色牢度：变色 4 级、沾色 4-5

级；5）甲醛和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

本项目的产品均未检出。经济指标：近三年内，

已累计实现新增销售额 116830.75 万元、新

增利润 17062.32 万元，具有良好的经济价

值和市场前景。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鸟羽色彩仿生织物工艺技术，项目所研发的面料经

应用公司制成高档的服装及床品后推向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带来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同时，项目有助于扩大我国纺织丝绸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我国丝绸行业在国

际上的主导地位，在当前“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更显示出明显的社会效益。

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73 年，2000 年成为香港达利集团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

丝绸面料及制品设计、生产、销售及丝绸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唯一的“国

家丝绸产品开发基地”和“丝绸产品流行趋势研究中心”、国内最大的丝绸类制品优秀研发商

和供货商，中国丝绸行业竞争力 10 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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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纱线制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锦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德州富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在以下方面实现了技术创新：（1）研发了新型超保湿油剂和纤维平滑剂等纺纱养生

助剂，改善了纤维的平滑性和抱合力，提高了纤维可纺性；（2）研发了多组分纤维的精准混

合技术，实现了不同性能纤维混合的均匀性和稳定性；（3）首创了固定盖板梳棉机核心梳理

专件，通过优选齿形、齿密和隔距等参数，实现了精细化梳理及差异化分梳；（4）研发了一

种防落纱断头环锭纺专用复合平面钢领技术，显著降低了细纱落纱断头率；（5）发明了一种

基于异位式喷气涡流纺复合包芯纱专用技术，改善了短纤对长丝的包缠效果，拓展了喷气涡流

纺技术的应用范围。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研发过程中获授权发明专利 2 件，授权实用新

型专利 5 件，注册商标 1 件。

项目开发的新产品满足了市场不同消费群体

的差异化需求，从单一的针织用纱，向家纺、装

饰及毛针织用纱等多领域拓展，并涉及家居、医

疗卫生、军用服装等大健康类纺织品，在现阶段

市场上起到了引领作用，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很

高，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市场前景广阔。

功能性纱线的研发充分发挥了纺纱新技术优

势，改变了使用原料单一、生产品种少、用途局

限的局面，缓解纺织企业生产能耗高、成本高、

利润减少的困境，推动了传统纺织产品的转型升

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对我国纺织产业的创新发

展起到引领作用。目前项目已实现了产业规模化生产，产品质量稳定，大量供应国内外知名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德州华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7 月，坐落于德州市德城区天衢工业园，现公

司总拥有员工 2200 人，规模 50 万锭。公司坚持以创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以创新引领企业科

学发展。持续不断地坚持产品创新。以新型纤维纱线的开发为基础，以“科技、生态、环保、

功能”为特征的差别化品种是公司始终坚持的产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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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绿色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南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江西恩达麻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脱胶是一种绿色加工技术，代表了苎麻加工业的发展方向。针对当前碱性果胶酶耐热

性差、产业化应用成本高的现状，项目通过酶蛋白定向进化提高碱性果胶酶耐热性，克隆碱性

耐热果胶酶基因并在大肠杆菌中过表达提高酶产率，突破了生物酶脱胶工业应用的瓶颈；在此

基础上，发明苎麻精细化加工成套装置，开发 60 Nm 以上苎麻纱及其终端产品；发明苎麻脱

胶废液利用新技术，解决困扰苎麻产业发展的废水处理问题。项目实施以来共获得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参与制定国家纺织行业标准 1 项。

技术指标①果胶酶耐热性：碱性果胶酶在 50℃的 t50 值从 10min 提高至 240min，同时比

酶活从 1870U/mg 提高至 2300U/mg；②总酶活和酶产率：果胶酶总酶活和产率分别提高至

8378.2Uml-1 和 239.4Uml-1h-1，达到目前文献报道最高水平；③漂洗效率：有效漂洗动程

提高 50 倍，漂洗用水减少 50%；④精干麻和高支纱质量：精干麻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最高一级

品标准；60Nm 纯苎麻纱各项指标达行业优等品标准；⑤苎麻胶固沙剂应用指标：3 天内形成

厚度 1.5-3cm 的沙胶结壳，结壳硬度 2.0-2.5 Kg/cm2，应用 1 年后植被盖度达 28-33%。

项目实施期间，江西恩达新建一条工业级生物酶脱胶生产线和一套苎麻精细化加工设备，

解决了苎麻产业当前存在的生产成本高、产品附加值低、脱胶废水污染严重等共性技术问题。

南通大学始建于 1912 年，源自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创

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

织专门学校。学校是江苏省人民政府

和交通运输部共建的综合性大学，首

批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培育高校学校

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石化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江苏高校协同创

新中心等一批高端科研平台，连续多

年被评为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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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聚酯纤维高品质纱线高效制造 
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项目以突破再生聚酯纤维高品质纱线的高效加工关键技术为目标，在高质量梳理、高效率

制备、高品质成纱等方面开展系列攻关，实现了再生聚酯纱线的高品质、产业化制备，主要创

新研究成果如下：

1、创新研发再生聚酯纤维低损伤梳理技术。改良刺辊、锡林针齿形态和结构布局实现对

再生聚酯纤维的低损伤、高质量梳理；优化精梳装备和工艺技术，使适合再生聚酯纤维精梳加

工，消除疵点，提高梳条品质；研发混纺原料的条梳联合、精细混合技术，提高混合质量，条

干均匀度提高 9%，A1、A2 类小纱疵减

少 40%，强度提高 10%。2、创新开发重

定量赛络纺再生聚酯纤维高效纺纱技术，

突破制约高产、优质纺纱的技术瓶颈，使

高品质再生聚酯纱线生产效率提高 4.5%，

万锭用工减少 6 人，成本降低 11%；优

化紧密赛络纺技术，消除薄弱环节，实现

高品质再生聚酯纱线的产业化加工。3、

创新发明立体转弓假捻技术，实现较低

成纱捻度下纱线强力提高，捻度降低 3%

的同时单纱强度提高 8%，加工效率提高

2-3%，实现纱线柔软度与强力兼顾，研发光电、图像集成的纱疵精准在线监控技术，各类纱

疵降低 30% 以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件，制定国家、行业标准等 4 项，发表文章 11 篇。项目技术为再生

聚酯纤维向深度、广度应用开发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是以纺纱、制线、贸易为主 , 专业生产精品纱线的企业，公司主要

生产各类棉、涤、粘、腈、仪纶、莫代尔、天丝、羊毛等纯纺混纺、精普系列以及锦纶石墨烯、

Coolmax、Coolvisinos、罗布麻、牦牛绒等各类功能性环锭纺、赛络纺、紧密纺、紧密赛络

纺精高端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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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压力舒适性预估模型及测试系统 
开发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广州纤维产品检测研究院、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针对紧身内衣、塑身衣、运动衣等功能性针织服装压力舒适性的要求，研制服装压力测试

系统，建立评价方法与体系。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智能假人服装压力测试系统研制；（2）

构建针织物三维接触压力性能综合评价体系；（3）基于物理心理学理论，构建女性压力舒适

阈值图谱；（4）综合假人上压力测试、压力舒适阈值和人体三维特征，建立个体服装压力和

压力舒适预估模型。项目技术创新性明显，制订标准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件，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 3 件，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编外文专著 1 项（1 章）。

该项目研究体现了产、学、研、检、

消有效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

协同创新。教育和科研方面，为培养专

业人才，创建一流学科提供支持，提升

学术科研能力，延拓基础理论和应用研

究；在行业方面，有利于规范和加强市

场监管，健全服装舒适性评价标准体系，

填补国内外对于服装压力舒适性检测技

术的空白；企业方面，助力服装企业高

附加值功能性纺织品的开发，便于内部

产品质量把控；仪器生产企业，直接经

济收益，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精仪器设备的研发动力；检测机构，逐

步开展相关项目的检测，对整个纺织检测领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新型检验项目给检测机

构带来直接的检测收入，并带动其他功能性和舒适性相关的检测业务；消费者方面，提升消费

者对压力功能性服装的认知、明确自身需求以及合理选配尺码，科学合身穿衣。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简介

59

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超高支纱加工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东华大学、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

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以其纱支优势及独特的性能广泛应用于超高支纱的生产加工中。国内

外现有的超高支纱生产普遍沿用棉纺设备，存在纺纱专件适应性差、细纱牵伸工序低质低效、

整体纺纱系统性差等技术瓶颈，严重阻碍了高品质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超高支纱的发展。本项

目在超高支纱纺纱专件器材的研制开发、整体工艺系统配置等方面展开系列攻关，突破了细旦

再生纤维素纤维超高支纱的关键专件器材和技术瓶颈，实现了超高支纱高品质加工及其产业化，

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创新开发了高光洁度、强穿刺力、低摩擦系数的复合涂层金属针布制备技术，创新设

计了双轴承传动并条差速箱，专项开发了单碳丝网格圈、自润滑钢领钢丝圈、软弹胶辊等细纱

专用器材，突破性完成了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超高支纱纺纱专用件的创新设计及研发。2、独

特设计了防扭振牵伸装置，有效地减少了牵伸波动，降低了断头率，提高了生产效率，开发了

细纱高效牵伸技术，突破了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牵伸关键技术。3、创新了双道并条技术及重

定量、大捻度粗纱工艺方案，通过大牵伸、小后区牵伸倍数、大隔距、优化罗拉加压，优化摇

架压力分配，系统优化了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超高支纱赛络紧密纺纺纱方案，实现了超高支纱

的产业化生产。

项目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4件；

发表论文 2 篇；主持和参与制订标准 5 项。项目技术

为细旦再生纤维素纤维高支纱向深度、广度发展提供

了关键技术支持，为提升再生纤维素纤维产品上下游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主要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为主体，由福建华源纺织有限公司、福建恒

源纺织有限公司、福建立华智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

成，集团以高端粘胶赛络紧密纺纱线、差别化、功能

化纯纺、混纺纱线、包芯纱系列纱线为主导产品，建立了完善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和大数据云

智能的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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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涡流纺 7.4 tex 纯粘胶纱纺制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吴江京奕特种纤维有限公司、江南大学、绍兴文理学院、 

江苏京正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涡流纺 R7.4tex 纱线的规模化生产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纱线的线密度低，即使

采用 0.9dtex*38mm 的纤维，单位截面内纤维根数仍只有 80 根左右，且粘胶纤维强力低，纱

线强力弱，纺纱过程中易断头，难以连续纺；二是细旦粘胶纤维吸放湿速度快，进而影响前纺

工序进程，导致半制品质量差，进而影响成纱质量。

鉴于此，该项目创新性地研制了喷气涡流纺 R7.4tex 纱线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高品质

喷气涡流纺 7.4tex 高支纱的大规模量产。主要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1）喷气涡流纺高支粘

胶纱线稳定成纱技术——优化了 400m/min 生产速度下粘胶 7.4tex 涡流纺纱的喷嘴气压、前

罗拉纺锭隔距以及空心锭直径等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稳定成纱；（2）细旦粘胶高整齐度匀

质须条制备技术——优选渗透剂在开清工序预处理细旦粘胶纤维，在前纺工序保持合适的纤维

回潮率，提高梳理、牵伸效果，实现了高整齐度匀质棉条的制备；（3）7.4tex 喷气涡流纺粘

胶纱线增强技术——研发了粘胶 7.4tex 喷气涡流纱线增强技术，在涡流纺纺腔中使用研制的

专用油剂，并引入热压缩空气降低粘胶纤维的回潮率，改善了纤维分散性和成纱结构，显著降

低了纱线断头。

项目已获授权

发明专利 2 件，实

用新型专利 8 件，

制定企业标准 1 项，

发表论文 5 篇。突

破了原有涡流纺纱

线的线密度范围，攻克了强力较弱的粘胶 7.4tex 纱线的相关技术瓶颈，拓展了涡流纺纱线的

适用范围，填补了产品空白。

吴江京奕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地处中国江南水乡、丝绸之都—盛泽镇。绸都人文荟萃，商贸

活跃。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及产业结构优势，公司得以迅猛发展。公司被评为中国棉纺织

100 强企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江苏省智能化制造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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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色纬大提花织绣面料生产关键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悦达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大学、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该项目在大提花工艺基础上增加绣花织造工艺，突破了“提上提花、提上织绣”的技术难点，

将绣花细腻精致的外观与大提花织物柔软顺滑特点相结合，通过织造工艺、装置改进和纹样设

计等技术创新，成功开发出了市场附加值高、色彩层次丰富、花型清晰、写真立体感强并兼顾

手感顺滑柔软的大提花织绣面料产品。

项目立足于大提花织造工艺技术创新，

围绕织绣面料的技术难点从织造工艺、装备

改造及绣花纹样组织结构设计三方面着手，

攻克了在大提花织机上织造新型织绣面料的

关键技术，包括：（1）多色纬精细纹样免浆

织造技术——纬纱系统采用多抛道变化局部

纬起花技术，并配合停卷取方法解决花部露

底问题；经纱系统通过原料优选、烧毛丝光

工艺优化以及经纱双面上蜡等多道工序协同，

开发了高效免浆织造技术，实现布面光洁匀

整织绣面料的生产；（2）织绣横档消除关键

技术——针对织物形成区纱线残余应力导致的

横档应力，研发织绣面料专用横档消除装置，并配合动态变化纬密工艺的实现横档疵点的有效

消除，实现了面料的高效高质量生产；（3）织绣纹样组织设计——研发了“提上织绣”织物

组织结构，提升织绣图案的立体写真效果；优化 KM 模型实现了多色纬与经纱在不同组织结构

下布面呈色效果的模拟，提升了织绣面料设计和开发效率。

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7 件，其中已授权 6 件，发表论文 2 篇。目对纺织行业技术进步、纺织

新产品开发具有推动作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悦达纺织集团是全国百强企业悦达集团投资兴建的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

于一体的产业链集成、综合创新型、国际化纺织企业。近年来，悦达纺织集团先后荣获中国名牌、

国家免检、国家纺织产品开发基地、中国纺织十大品牌文化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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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织产品生产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明源纺织有限公司、江南大学、南通大学

该项目开发一种经纱印花与上浆联合的印织技术创制了继白织、色织之后的第三种加工工

艺—印织工艺从技术源头上改善了纺织生产过程中的水能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共性问题，

是机织工艺的重大创新，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经纱直接印花方案及印-浆联合技术研究：研究了经纱直接印花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

纱线排列结构稳定性的控制机制及控制方式，设计了印 - 浆联合机构的配合方式和基本工艺体

系。（2）涂料与浆料选配及印 - 浆工艺优化：探讨了印花色浆的选配方案，研究了颜料的粒

径及分布对着色力、饱和度以及色牢度的影响规律，开发了具有优异的润湿、黏附性能和高染

色色牢度的印花色浆配方，并基于印花方案，分析确定了浆料的用量和浆纱工艺配置。（3）印 -

浆联合生产线的设计与建造：通过印 - 浆联合同步传动研究、烘房结构和温度调控、承压辊的

清洁与色浆的回用机构设计、车速的实验设

定，完成了印 - 浆联合生产线的流程设计与

生产线建造。（4）印织物设计与计算机外观

仿真技术：采用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技术，将

织造过程中印花经纱特有的扭动和旋转以概

率方程进行布面分布配置，通过织物结构参

数设计和基于纱线的外观模型构建，开发了

印织物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实现了印织物的

快速在线设计与开发。

项目已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1 件，软件

著作权 1 件。项目无论对创新传统机织物的生

产方式，实现我国纺织工业的节能、降耗和减排及纺织产品的绿色生产，还是对开发服装、家纺、

装饰面料的新品种，提升纺织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明源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档纯棉、混纺及兰精纤维面料的织造、整理为主导产品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荣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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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家纺面料功能化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南通纺织丝绸产业技术研究院

该项目形成了从生物质纤维材料深度利

用，到纳米复合面料绿色功能化的综合开发，

至家纺产品客观生理信号检测分析的全流程创

新，提升了家纺产品的附加值与科技含量。主

要技术创新内容包括：

1. 进行了纤维素基和蛋白质基生物质纤维

材料的综合利用与开发。系统研究了棕榈纤维

的梯度层次结构，开发了棕榈纤维绒类家纺产

品；开发了粘胶 / 棉硅藻土改性除甲醛的家纺产品，让家纺面料有更佳的抑菌性；发展了桑皮

纤维酶脱胶技术，研究了负离子复配整理技术和生物酶卷曲整理技术，开发了可水洗抑菌羊毛

和超保暖羊毛家纺产品。

2. 开发了创新前瞻技术和产品，把家纺面料推向高功能化。设计开发了纤维素嵌入式复合

聚酯纤维面料技术和纤维素热电复合材料技术，用于热管理功能家纺产品；研发了棉纤维氧化

钨纳米涂敷光致变色纱线制备技术，用于光管理功能家纺产品。

3. 集成研究了事件相关脑电位等生理信号监测技术，开展了在家用纺织品设计领域中的创

新应用。解决了家用纺织品健康舒适活动生理信号信息定量化采集、分析等难题，建立了系统

评定方法；利用了智能可穿戴式电生理（脑电、肌电、皮电、眼动）技术，提高了家纺产品从

用户个性需求至样品设计生产的转化效率。

项目已获得授权专利 22 件，其中发明专利 12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 件，十大创新产品 3 项，

发表学术论文 33 篇。项目通过关键技术的研发，实现了家纺原料生物质化、面料功能高值化

和产品舒适性定制化的目标，对行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已取得优异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211 工程”、“ 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

建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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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丝织物平幅连续精练和物理后整理 
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绍兴兴明染整有限公司、浙江钱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富润印染有限公司、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三元纺织有限公司

该项目主要针对传统产业间歇式

加工方式能耗水耗高、生产效率不高、

布面质量不稳定等行业共性问题，研

发含丝织物平幅连续生物 - 物理加工

关键技术，改造升级相关设备，实现

以下技术创新：①针对含丝织物的不

同成分，优选适合平幅连续生产的高

效精练专用酶制剂，掌握生物酶与纤

维作用机制及调控方式，开发了短时、

高效、可控的平幅连续精练工艺技术；

②自主改造气流柔软整理机，引入双

气流喷射管结构，开发丝绸平幅连续

气流柔软整理的绿色加工方案，减少

化学品消耗及污水排放；③研发适合丝绸的平幅连续蒸呢整理工艺，阐明工艺条件对丝绸手感、

外观及尺寸稳定性的影响规律，掌握提升丝绸品质的关键技术。

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件，其中已授权3件，另获实用新型专利10件；发表学术论文2篇；

获批浙江省工业新产品（新技术）1 项；参与制订团体标准 2 项。

该项目具有现代机械自动化水准的平幅连续生物 - 物理加工技术替代间歇单台绳状加工方

式，更适应于大批量规模生产，人工成本降低 70% 以上，精练用水节省 60% 以上，柔软整理

助剂用量减少 80% 以上；加工制品手感柔软、尺寸稳定性好、化学品残留少、匀染性优良，

产品质量正品率提高 17% 以上，促进丝绸行业的“机器换人”和“低碳绿色”，利于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对行业的转型升级起到了良好示范。

浙江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理、工、文、经、管、法、艺术、

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前身—蚕学馆，是杭州知府林启为实现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的宏愿于 1897 年创办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新学教育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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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喷印墨水制备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郑州鸿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项目以掌握核心技术，获得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局面为目标，发挥产

学研相结合的优势，从原料制备、色浆制备、墨水开发到推出打印方案全方位推进。项目将染

料脱盐膜分离技术用于活性（酸性）染料提纯，制备了红、黄、蓝、黑、橙等多种高纯染料，

达到替代国外进口的目的；项目利用可控

交联技术制备纳米分散色浆；利用动态表

面张力控制技术、保湿消泡技术、颜料色

彩增艳技术等，成功制备了活性染料墨水、

酸性染料墨水、分散染料墨水，颜料墨水

（包括墨水）、阳离子染料墨水和若干种

功能性无色墨水，并推出了相应的数码喷

印方案。

该项目获得 10 项发明专利，6 项河南

省科技成果，10 余篇研究论文。酸性染料

墨水、分散染料墨水，涂料墨水通过了欧盟

OEKO-Tex 和 REACH 法规 201 种物质检测和认证，各种限值安全环保指标均达到了欧盟

先进标准，获得了欧盟绿色通行证。项目所制备墨水可以满足新型高速打印机（200m/min）

的要求 , 其中前 4 支墨水已入选中国印染行业协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目录”, 主导和参与了

7 项纺织品数码喷印墨水标准制定工作。项目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数码喷印墨水国产化，推动了

数码印花产业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和环保事业发展，推动了关键喷墨原材

料对国外技术依赖，推动了国内印染产业向数字化生产模式转型。

郑州鸿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总部位于中国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玉兰西街 10 号鸿盛数码科技园。公司主要产品为功能性环保水性喷墨墨水、相关配套的系列

数码印花机、数码喷墨印刷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数码影像、数码印花、数

码印刷、数码装饰装潢、3D 打印等领域，产品销往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全球化的

营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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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抗菌彩色牛仔面料及服装的 
研发及推广

项目完成单位：广东前进牛仔布有限公司、苏州中纺学面料产业研究院、武汉纺织大学、

佛山市畅染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选用生物基染料或植物染料原料来源于自然界可再生植物，原料可持续生产，对环境

和人体友好。项目经摸索优选的染色工艺是控制染色温度在 70-98℃的高温染色，可以有效提

高纱线上染率和染料的固着度，从而实现耐多次水洗的持久抗菌效果。

项目拥有 2 件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1 件。项目技术指标如下：（1）生产的彩色

牛仔面料，有别于传统靛蓝和硫化黑的产品颜色大于三种。（2）生产的彩色牛仔面料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 70% 以上。（3）生产的彩色牛仔面料各项染色牢度指标均高于

靛蓝牛仔和硫化黑牛仔。

项目经济指标如下 :（1）替代石油基化工合成染料，使

用天然植物基还原系类抗菌染料，每台浆染纱联合机每年预

计减少靛蓝染料用量 96 吨、硫化黑染 336 吨。（2）优选专

利产品 -- 环保复合还原剂替代保险粉和硫化碱，从源头上

减少污染物的投入，每台浆染纱联合机每年预计减少保险粉

用量 145 吨、硫化碱 303 吨。（3）使用天然植物基还原系类

抗菌染料生产的耐久抗菌彩色牛仔面料和服装，产品附加值

高，在满足大众环保消费的同时可有限提升产品利润空间，

预计利润空间提高 15%。项目实施过程中培育至少一家示范

基地，大试生产线2-3条，每日产能在6-8万米彩色牛仔纱线。

该项目生产后可降低企业排污费用、降低污水处理厂的

运作成本、提高生产企业利润。同时该耐久抗菌彩色牛仔项

目使用生物基还原系染料或植物染料，优选专利产品 -- 环

保复合还原剂，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同时，极大的改善了车间操作环境，对环境和人体友好，有

利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广东前进牛仔布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牛仔布面料，公司引进世界技术领先的检测、

染整、织造、后处理、深加工等一条龙的牛仔布研发和生产设备，以新产品创新为核心价值。

是广东省最大的专业生产高档牛仔面料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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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阻燃剂的开发及其纺织品改性 
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安鑫缘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鼎盛丝绸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兆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布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以纺织可持续发展为思想引领，以“绿色阻燃剂开发 --- 阻燃剂及其纺织品应用、

构效关系及机理研究 --- 阻燃多功能短流程加工设计 --- 产业化推广应用”为主线开展研发

和工程实践，取得了多项原创性突破，引领了该领域发展前沿。

主要技术创新包括：（1）丰富和发展了富磷

生物质阴离子 / 聚阳离子电解质静电层层自组装

涂层体系，缩短了组装流程，由浸渍法多层组装改

进到浸轧法双层组装，阐明了生物质电解质涂层与

纺织品的作用机制。（2）系统研究了富磷生物质

植酸在纺织品上的阻燃应用路径，进而制备出基于

有机 / 无机杂化体系的环保耐久阻燃纺织品，为生

物质植酸的产业化应用奠定了较好的理论与技术基

础。（3）较早地将利用多巴胺的仿生粘附作用对

真丝绸、涤棉混纺织物进行表面改性作为二次反应

平台，再经一步法构筑阻燃、拒水、抗紫外、抗菌

等多功能涂层，解决多种功能在整理时相互冲突的

问题；继而采用聚多巴胺包覆聚磷酸铵制得阻燃微

胶囊，解决聚磷酸铵应用时不耐久和返潮问题。

该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实用新型

3 件，发表学术论著 22 篇。为传统纺织产品向高附

加值产业用纺织品领域应用提供了路径，丰富了生

物质阻燃剂的品种，首创了基于生物质的真丝绸阻

燃技术。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211 工程”、“ 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

建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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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数码喷印的非织造涂层商标布 
及其绿色制备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湖州新利商标制带有限公司、 

浙江理工大学湖州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凯瑞博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开展，推动印染行业绿色发展事关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

而绿色、高端型涂层商标布研发存在下面几个技术难点：（1）以机织物为基材，其前处理存

在耗水耗能等问题。（2）仅适用于轮转印刷等传统

印刷方式，难以适应数码直接喷印。（3）非织造

涂层商标布绿色制备及其数码直接喷印技术尚未建

立。这些卡脖子关键技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严重影响了我国纺织涂层产业的自主创新和纺织强

国的建设。项目突破了常规涂层商标布基材前处理

存在耗水耗能且产品不适于数码直接喷印的技术瓶

颈，主要创新成果如下：以非织造布为涂层基材，

研制了专用涂层和烘干设备；创建了填料改性和涂

层表面微结构调控方法；通过水性聚丙烯酸酯干法

涂层和基于尼龙废丝的湿法涂层技术，实现可数码

直喷非织造涂层商标布的绿色制造。

授权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主要

技术内容包括：（1）涂层商标布绿色环保基材及

配套设备改造。以非织造布为基材，探明适用于涂

层加工的非织造布品种和规格；研制非织造布专用

涂层和烘干设备。（2）涂层商标布用各类填料的改

性研究。开发适用于数码喷印涂层商标布制备的各类填料改性技术。（3）适合数码喷印的非

织造涂层商标布表面调控及绿色制备方法研究。建立适合数码喷印的涂层表面调控技术；通过

水性聚丙烯酸酯干法涂层和基于尼龙废丝的湿法涂层技术实现非织造涂层商标布的绿色生产。

浙江理工大学坐落在杭州市，占地 2100 余亩，是一所以工为主，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理、

工、文、经、管、法、艺术、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重点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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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光机封闭淋吸碱系统及淡碱浓度 
自动控制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山西彩佳印染有限公司

该项目创新研制了封闭的丝光机淋吸碱系统。极大的改善了丝光机周边的工作环境，减少

了车间的散热源；基本没有了刺鼻的碱味。研发了带有气碱分离装置的封闭储碱回流管。淋吸

淡碱 70% 以上在封闭的淡碱储存管中进行，布铗下存淡碱量少，热能浪费少，用小功率的离

心泵淋碱，减少了蒸汽用量。淡碱与空气接触少，减少了碱液中的 NaCO3。直接使用从水洗

段溢流来的淡碱对布面进行淋洗，形成

的瀑布清澈透亮，确保了布面不受污染，

保证了布面 pH 值的一致性。丝光淡碱

回收率在 95% 以上，既减少了烧碱的

用量，又减小了污水处理的压力。同时

该项目创新性的研发了按供碱量调节水

洗用水量的自动控制系统。按供碱量通

过 PLC 控制，自动控制水洗段的用水

量，可获得稳定的淡碱浓度。提高了淡

碱浓度，减少了扩容蒸发器运行时间，

节约了能源。

项目获得授权专利 2 件，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为：1、淡碱 70% 在封闭的回

流管道中进行，管道淋吸碱温降＜ 4℃。2、淡碱浓度控制在 60 克 / 升左右，下机布面 PH 值

≤ 8。3、蒸汽冷凝水 95% 用于丝光机水洗。

使用封闭淋吸碱系统，降低了丝光机周围的环境温度，改善了丝光机周围的空气污染；使

用淡碱浓度控制系统，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丝光机下机半制品的产品质量。

山西彩佳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于 2018 年搬入新厂，位于永济市东环北路 1 号。

公司是以生产高档服装面料和家纺面料为主的印染企业，年设计产能 5000 万米，注册资本

3060 万元，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可生产全棉、涤棉、棉麻、弹力、天丝、粘胶为原料的各种

梭织面料。根据客户需求还可以进行磨毛、抗皱、防水、防油、防污等功能性特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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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染料微泡超细化技术及在棉筒子 
纱染色上的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三元纺织有限公司、东华大学、三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开发了还原染料微泡超细化技术，提高了还原染料悬浮体的渗透性。建成微泡超细化

还原染料染色生产线，运行安全稳定。染色棉纱质量稳定、性能优异，内外层色差在 4.5 级以上。

项目选择对还原染料筒子纱悬浮体染色进行研究。针对目前悬浮体染色所用的商品超细染

料存在的生产时间长、成本高、染料细度有限的问题。创新开发了还原染料微泡超细化技术，

系统研究了微气泡的可控制备和还原染料隐色体的氧化过程调控技术，探究了还原染料和复合

表面活性剂结构对染料颗粒大小的影响，优选了高稳定还原染料微泡超细化制备条件，提高了

还原染料悬浮体的渗透性。并系统研究了棉筒子纱染色过程中染料的最终吸收率、染液循环频

率、升温速度、筒子纱形状、卷绕密度等对

筒子纱染色效果的影响，提高了染色一次成

功率。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授权发

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项目实施

后，经济效益增加明显项目研究成果使得还

原染料悬浮体染色不再受染料研磨技术的限

制，有利于推动还原染料悬浮体染色在行业

内的应用，提高色织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项目以有限元分析为手段，建立理论

模型分析筒子纱染色工艺过程，优化工艺参

数。丰富了行业基础研究理论，有助于科学

地设计筒子纱染色工艺，提高染色一次成功率，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和废水产生。此外，此技术

的产业化应用成本低，只需对企业原有的化料设备进行改造即可实施，可操作性强，具备在行

业内推广的条件。

浙江三元纺织有限公司为三元控股集团于 2002 年成立的子公司，凭借集团 30 多年的面料

生产技术积累和集团内部公司产品差异化定位发展战略指导，形成了自身的面料特色与专业优

势，现已成为三元控股集团核心企业，主营各类纯棉及混纺交织中高档色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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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形全棉织物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江南大学、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以织物折皱回复行为的全过程图像测试、量化指标评价和织物构效关系解析为切入点，

以纱线-织物结构优化、纺织流程柔和加工、后整理充分交联为手段，通过精益设计、精细加工、

精准改性，显著提升了棉织物的保形性水平。

项目创新提出了“构效提升”、“减

伸保弹”、“多吸快扩”和“充分交联”

的总体思路，攻克了从纺纱 - 织造 - 前处

理 - 后整理全流程制备高保形棉织物的一

系列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折皱回复

精准测试的织物参数优化技术——通过自

主研发的织物折皱回复性智能测试系统，

探究影响织物保形性的关键结构参数和优

化设计织物参数；（2）基于柔张力低伸长

加工的织物弹性保持技术——通过采用低张力织造和低伸长整理工艺，确保其成品具有高的回

弹性和保形性；（3）促进免烫整理剂吸附扩散的织物前处理技术——通过对织物完全退浆和

充分丝光，使其对整理剂、强力保护剂等的吸附性能和吸附（扩散）量显著提高；（4）温和

催化体系作用下的棉织物免烫整理技术——采用合适的整理工艺，在纤维表层和内部进行充分

的交联反应构筑网络结构提升纤维抗弯曲性能。高保形技术显著提高了棉织物的折皱回复性，

经权威机构检测本项目产品折痕回复角为 290°、洗涤干燥后外观平整度为 4 级，实现了高保

形全棉织物制备技术的新突破。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授权发明专利 13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制定行业和团体相

关标准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项目技术成果对纺织行业技术进步、纺织新产品开发具有

推动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具有悠久

的办学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创建于 1952 年，是我国创办早、

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高的纺织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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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微胶囊相变材料的研发及其 
产业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上海伊纯实业有限公司

智能调温纺织品作为一种具有双向温度调节作用、以改善舒适性为主要目的的新型材料，

在改善人类穿着舒适性、疫情防护、纺织节能环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多年来受微胶

囊制备技术的局限，国内外目前在微胶囊相变材料的制备方面一直比较落后，所制备微胶囊热

稳定性和致密性较差，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囊壁的破裂和芯材泄漏的严重问题，导致其在高性

能纺织品、特种纺织制品等领域难以实现规模化应用。

该项目在微胶囊壳体分子结构、制备工

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采用界面聚

合法制备了一系列性能优异的环保型微胶囊

化相变材料，并将其应用于智能调温纺织品

的研发方面，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并实现了产

业化。主要的创新工作如下：

（1）创新研制了一种新型三层结构的微胶囊相变材料。通过分子结构的创新设计和制备

工艺方法的改进，创新研发了一种聚脲 / 聚氨酯 / 环氧树脂三层复合壳体微胶囊相变材料，

其耐热温度高达 260℃，可满足对微胶囊耐热温度较高的纺织及其他材料领域的需求。（2）

率先研发了系列网状结构的微胶囊相变材料。创新研发了系列网状结构壳体微胶囊相变材料，

网状壳体赋予微胶囊材料优异的致密性，该材料在 200℃高温持续处理 30min 壳体无破裂，芯

材无泄漏，应用领域大幅拓宽。（3）创新研发了系列柔性壳体微胶囊相变材料。同时创新研

发了系列柔性壳体微胶囊相变材料，柔性链段结构赋予壳体良好的柔韧性，壳体耐磨耐压不破

裂，应用此技术产品开发的智能调温纺织品在服用过程中能经受反复摩擦和揉搓，应用性能大

幅提高。

该成果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发表论文 43 篇。同时，成套技术在

10 多家纺织印染企业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显著，为纺织印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做出了

重大贡献。

西安工程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基础雄厚、办学特色鲜明的综合性高等学校，是

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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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改性亲水型醋丙乳液整理剂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浙江传化功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传化富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传统增厚剂、手感剂大多为聚氨酯、聚醋酸乙烯酯类产品，含有少许溶剂，环保性能不达标，

而且存在光亮度不足、手感粗糙，布面板结，蓬松、柔软性差等问题，影响面料手感，产品档

次不高，附加值低。

项目主要创新点如下：1、

设计发明“共聚改性醋丙乳液类

型增厚剂合成技术”：首次发现

高分子聚合物链段上亲疏水链段

的种类和分布对织物厚实感和皮

膜感强弱有显著影响，设计合成

了新结构醋丙乳液，以低聚合度

PVA、醋酸乙烯和丙烯酸酯类功

能单体为原料共聚得到对织物皮

膜感几乎无影响的共聚改性亲水

型醋丙乳液。2、自主研究“疏水-

亲水 - 疏水结构的新型亲水柔软

剂合成技术”：自主设计合成了新型聚酯聚醚类型高分子亲水柔软组分，与酰胺类阳离子软片

复配可显著提升织物的弹性和蓬松柔软手感。3、首创采用“高压乳化工艺制备技术”：研究

发现采用高压乳化工艺制备的氧化聚乙烯蜡乳液与高分子量氨基硅油组合可显著提升仿蜡印织

物的光亮效果。将三者进行科学复配，充分发挥各组分的协同增效作用，最终得到具有优良增厚、

光亮效果的共聚改性亲水型醋丙共聚乳液整理剂产品。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8 件，主持制定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3 项、企业标准 2 项。

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6 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司主营纺织化

学品业务，拥有前处理系列、染色系列、增白剂系列、印花系列、硅油系列、软片系列、功能

系列、防水剂系列、涂层系列，2000 余只产品，可覆盖整个纺织印染加工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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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吨级硫氰酸钠法 50K 大丝束碳纤维 
产业化关键技术及装备

项目完成单位：兰州蓝星纤维有限公司、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依托企业自身硫氰酸钠一步法聚

合、纺丝及碳化工艺研究基础，立足多年

碳纤维工业化生产经验，深入剖析小丝束

与大丝束原丝、碳化生产技术、装备等方

面特点，突破大丝束碳纤维生产关键工艺

技术及装备问题。针对硫氰酸钠法大丝束

碳纤维聚合环节采用偶氮类引发剂造成原

液中残留气泡较多、纺丝环节中溶剂钠离

子难以全部去除导致原丝毛丝、断丝率较

高，以及由于纺丝丝束 K 数的增加，丝

束变厚、变宽造成丝束之间的洗涤效果、上油效果变弱最终导致丝束性能均匀性差别较大进而

严重影响下游碳纤维质量等关键技术难题进行研发攻关；针对大丝束碳纤维特点并为了提高生

产稳定性自主设计开发配套的关键生产设备，包括大丝束生产用喷丝板、叠丝无捻箱装式大丝

束原丝收丝设备、配套的碳化放丝、接丝技术等，最终实现硫氰酸钠法 50K 大丝束碳纤维千吨

线的连续稳定生产，成为国内首家 50K 大丝束碳纤维生产厂家。

该项目已获授权专利 20 件，其中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6 件。针对下游碳纤维复

合材料应用设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已申请专利 45 件，完成各类课题 50 余项，有效增强了

大丝束碳纤维研发、生产及下游复合材料应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极大提升了蓝星碳纤维生产技

术的核心竞争力。

千吨级 50K 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的成功实施，标志着蓝星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0K

大丝束碳纤维生产工艺技术，填补国内 50K 以上大丝束碳纤维产品市场空白，同时缩短了与国

外大丝束碳纤维先进水平的差距，完善了我国碳纤维行业技术工艺、产品体系。

兰州蓝星纤维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08 年正式注册成立。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国际港务园区内，占地 274 亩，总资

产规模超过 23 亿元人民币，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碳纤维生产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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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防水透气功能的纳米纤维微孔氟膜 
及产业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汉丞科技有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工程中心、 

上海汉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目的是突破军用 PTFE 高性能功能性复合面料的

研发、应用与产业化技术瓶颈，提升我军防风雨雪服装的防水透湿透气、防风保暖、耐磨和断

裂撕破强度等综合应用性能，提升部队雨雪条件下执行作训任务被装保障水平。

项 目 团 队 采 用 全 国 产 化 超 高 分 子 量

PTFE 树脂及独特专利保护的特种含氟混

合料配方，以全国产定制设备通过双向拉伸

工艺制备特种超疏油 PTFE 微孔膜。此种

PTFE 薄膜具有均匀的三维立体纳米纤维微

孔结构，实现高强度（>60MPa）、微孔特

性及优异抗化性，其稳定的微孔结构形成高

防水、高透湿、高透气的特殊表征，与织物

面料复合成为高防水透气 PTFE 薄膜复合面

料，具有优异的耐高低温、耐紫外、耐老化

性能，防水特性优异，透湿透气性能极佳，

各项性能指标及使用寿命远超市面竞品，完

全满足 2018 年军委立项“防雨雪服装研究”

要求的所有指标。

除军用外，该项目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警

用服装及装备、应急救灾服装及装备、医疗

服装及装备、职业工装及民用户外、登山、

运动等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具

备优秀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浙江汉丞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6 年，总部位于杭州。公司以海归科学家为核心，以高

科技为先导，主要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世界领先的特种含氟新材料、增强型纳米微孔复合

薄膜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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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健康防护功能的植物源复合纤维 
素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青岛大学、山东银鹰化纤有限公司、 

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桐乡）（桐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青岛邦特生态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当前再生纤维素纤维功能的赋予多以化学合成物或金属离子为功能剂，存在健康安全隐患

且功能单一。国内外学者研究以天然植物提取物作为天然染料或功能剂对纺织品进行染色或功

能化处理，仅实现了纺织品一种或两种功能，而且功能持久性差。

项目首创了基于多功能协同效应的植物功能组分复配技术，攻克了湿法纺丝过程中功能性

组分流失，纤维功能持久差的技术难题，实现了抗菌、抗病毒、防螨、抗氧化于一身的功能持

久的健康防护型纤维素纤维的规模化生产，形成如下成果：

（1）研制了多功能浆

料的复配技术，发挥各植

物功能组分的协同作用，

并实现产品功能定制化；

（2）研究植物功能组分在

纤维中分布的多级调控技

术，实现了植物功能组分

在再生纤维素纤维表层分

布的最大化；（3）研究了

植物源功能纤维素材料的

功能持久保护技术，实现了该纤维功能的持久性。（4）改造了适用于植物源功能性再生纤维

素纤维生产的万吨级生产线。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注册商标 1 项。

该技术已得到规模化应用，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无纺布等领域，获业界一致好评。

青岛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综合大学，山东省与青岛市共建高校。学校最早的历史源头可追

溯至 1909 年创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百十年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

家之需要，薪火相传，砥砺奋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40 余万各类人才，为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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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K-50K 聚丙烯腈基原丝及碳纤维 
关键技术和产业化开发

项目完成单位：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长春工业大学

项目研发出大丝束原丝及碳纤维（25K-50K）产业化核心技术及关键装备，主要技术如下：

（1）采用自主研发的非金属离子无机氧化还原引发体系，研制出适合于制备大丝束碳纤维原

丝的高品质聚丙烯腈；（2）研发出制备均质结构原丝的 DMAC 湿法两步法纺丝技术，实现了

单线 5000 吨级 25K-50K原丝稳定生产；（3）研发出预氧化过程大丝束纤维恒定张力控制技术，

结合温度智能控制及自动除焦工艺，实现单线 2000 吨级 25K-50K 碳纤维稳定生产。

项目形成年产 16000 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及年产 4000 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能力，生产运

行安全稳定，其产品性能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当，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广泛应用于风

电叶片、建筑补强、轨道交通

及体育休闲用品等领域。

该项目获得授权专利 5件。

该项目的实施，在民用碳纤维

领域有重大的发展前景，已广

泛应用于风电叶片、建筑补强、

轨道交通及体育休闲用品等领

域，很大程度解决国内市场供

需不足的矛盾，替代绝大部分

大丝束碳纤维进口产品，大丝

束碳纤维原丝及碳纤维国内市

场占有率均达到 95%。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坐落于吉林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现发展成为集研发、

生产、销售碳纤维原丝、预氧丝、碳丝及制品为一体的创新型企业。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碳纤维

原丝生产基地，拥有 5 万吨碳纤维原丝生产能力及 500 吨 / 年国家工程院碳纤维实验示范线，

十四五期间达到 20 万吨原丝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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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凉感复合纤维制备 
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绍兴文理学院、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纺院（浙江）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项目采用校企合作模式，运用先进的复合纺丝工艺技术，以聚乙烯为皮层、聚酰胺6为芯层，

设计研制出“完全包覆皮芯结构凉感长丝”、“不完全包覆皮芯结构凉感长丝”两大系列差别

化纤维新产品，继而开发出针织单向导汗织物、牛仔面料及汽车坐垫等凉感系列产品。主要技

术创新如下：

1.自主设计研发能实现成品明显且持久的接触凉感、持久干爽等功能的系列产品加工技术。

通过原料的优选及改性、纺丝工艺优化、专用复合纺丝组件、专用油剂及织物组织结构的精确

设计和加工等一系列的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产品具备永久凉爽的功能，满足了不同用途

的市场需求。

2. 优选专用助剂及功能母粒，并运用智能控制技

术实施对皮芯层熔体的改性，使熔体能根据需要随时变

更流变性能及功能，改善了纤维的可纺性及聚乙烯原料

不易染色的缺点，满足“完全包覆皮芯结构凉感长丝”

或“不完全包覆皮芯结构凉感长丝”生产工艺要求。研

究了专用助剂及功能母粒添加的比例及精确计量控制

技术、干燥纺丝各工艺条件智能添加控制技术等，实现

了多品种、多个添加比率的系列功能纺的快速切换，提

高了生产效率。

3. 攻克了“不完全包覆皮芯结构凉感长丝”芯层

PA6 原料在纤维长度方向上裸露段不稳定而带来的后

道染色不良，以及纤维在生产过程中易出现纤维粘板、

毛丝、断头多等技术难题。

项目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发表论文 2 篇。

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主要进行各类功能性、差别化、高附加值复合纤维以及化纤高新技

术的四技服务等经营活动，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根本的富有活力的化纤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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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异构多组分弹性聚酯纤维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三联新材料有限公司、东华大学、洪泽联合化纤有限公司

随着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兼具舒适、美观、弹性等复合功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大。

但现有弹性聚酯纤维存在吸湿透气性差、易带静电、“缓弹恢复性好，急弹恢复性差”等问题，

严重影响其服用效果。另外，大量废旧复合功能纤维制品由于成分不同造成分离难、回收利用低，

给环境和社会都带来了极大负担，如何从源头设计可全量回收的纤维体系已迫在眉睫。因此，

开发同质异构的舒适弹性复合纤维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项目针对现有高 / 低粘聚酯并列复合体系卷曲不够、亲水性差等问题，利用同质异构高低

粘聚酯亲水共聚改性技术，开发 PTMG 改性 PBT/PET 的双组分并列复合纤维，不仅可以实

现高卷曲弹性与吸湿舒适的统一，还能全量回收利

用。为解决并列复合纺丝中双组分收缩性差异与可

纺性、牵伸性难兼顾等问题，研发高潜在卷曲弹性

并列复合纤维制备及调控技术，在实现高均匀高稳

定并列复合挤出同时提升卷曲弹性，纤维卷曲率可

达 65%，卷曲回复率 50% 以上。开发并列复合与

同质异构聚酯纤维混纤加弹及梯度弹性控制技术，

多维度实现同质异构复合纤维的高弹性能；并结合

三层罗拉并网、多层网络独立控制等技术，构建高

稳定均匀卷绕体系，实现持久稳定加弹。开发同质

异构舒适弹性面料设计与精细化仿真技术，在同质

异构弹性基础上实现仿棉、仿麻、仿毛效果。

项目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已获授权发明专

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10 件、自主商标 3 项。项目推动了弹性聚酯纤维材料朝多样化、新型

化方向发展，创建了同质异构纤维高值化开发及品牌建设新思路。

江苏三联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化纤纺织品开发、生产，销售和进出

口贸易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企业

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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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聚酯纤维 
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完成单位：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苏州大学、嘉兴学院、 

福建康百赛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以产品规格微细旦化、产品加工高稳定化、产品性能高品质化为目标，从原料设计、

成形技术、产品开发、标准制定等方面组织实施，构建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纤维的成形新体系，

主要创新如下：

1. 构建了高可纺性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纤维多元原料设计体系。研发中短链二元醇共聚

改性 PET 树脂，实现 PET 高分子量与高流动性的统一；研发 PE 微晶调控技术，实现纤维

的窄熔程，点状粘合；研发双亲嵌段共聚物双向锚固技术，提高界面作用，适应微细旦皮芯复

合纤维成形过程中高稳定成形的加工要求。

2. 攻克了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纤维高稳

定纺丝技术。开发异质双组分熔体调配及高稳

定挤出、大面积平流均质冷却成形、水冷高效

传导多级牵伸、高位距牵伸点精确调控等技术，

解决了皮芯组分成形过程中拉伸应力差异大、

不同步形变的问题，实现纤维结构与性能每位

一致、每束一致、每根一致。

3. 建立了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纤维全流

程品质管控及专业化设计体系。以应用目标为

导向，逆向设计，开发满足不同应用要求的超

柔软、弱酸亲肤、超弹、抗菌等系列差异化产品；

建立了从专用料设计、清洁化生产等全过程可追溯的产品品质管理体系，满足高端医卫原料产

品的品质要求。

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5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制定行业团体标准 1 项。项目建成年产 3 万

吨级微细旦低熔点皮芯复合纤维规模生产线，产品品质达到国际高端产品的质量标准，填补了

国内高端市场的空白，打破了长期以来高端 ES 纤维由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

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经营范围主要为 ES 纤维研发、生产

和销售。2015 年 12 月，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简介

81

功能性过滤与防护纳米纤维膜批量 
制备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三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祥福医用器材有限公司、苏州贝彩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苏州）

目前，国内批量制备纳米纤维较成熟的技术为多针头静电纺，但由于针头间电场的相互干

扰将加剧纺丝过程的不稳定现象，且针头易堵塞，更换麻烦，无法形成大规模生产，制约了其

产业应用。因此，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生产功能性纳米纤维的新方法和新装置，具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项目创新提出的批量制备纳米纤维的多场耦合静

电纺丝方法，把振动力场、磁场、平行电场和气流场

应用于静电纺技术，其中振动力场可降低溶液粘度，

使针头不易堵塞；磁场和平行电场可控制纺丝过程中

的不稳定现象；气流可使纺丝液面形成气泡，并通过

克服气泡的表面张力进行纺丝，实现了无针头纺丝，

极大提高了纳米纤维生产的可纺性、可控性与效率。

主要成果在于：1）创新提出了批量制备纳米纤维的

静电纺丝方法，发明了功能性纳米纤维大规模生产关

键技术与设备，实现了其可控和批量制备；2）建立

了可优化纺丝过程和指导实验的力学模型，数值研究

了批量制备纳米纤维的静电纺丝过程，实现了纺丝过

程中射流流动的准确预测和控制，并精准调控了功能

性纳米粒子在纳米纤维上的分布；3）创新开发出连续、

稳定静电纺丝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制出了环保用功能

纳米纤维系列产品，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应用。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9 件，实用新型专利 18 件。成果已实现了产业应用，取得了显著经

济效益。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建

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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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力学与功能增强的碳纤维结构调控 
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卡本复合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目前，碳纤维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如下问题：（1）作为结构用高性能碳纤维实际强度不及

理论值的 10%；（2）功能用碳纤维的比表面和活性位点无法满足催化剂载体和电化学器件高

性能化的特殊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开展了以下主要研究：（1）研发了低成本、普适性强的碳纤维高能

γ 射线辐照结构调控技术，打破了以往“碳纤维表面活化改性”与“力学增强改性”此消彼长

的怪圈，实现了碳纤维表界面活性与力学性能的协同提

高，其结构复合材料已应用于桥梁和建筑物加固等领域；

（2）为揭示 γ 辐照碳纤维复杂的异质结构演化规律，

独创了纤维截面 Raman 光谱逐点扫描等技术手段，明

确了 γ 辐照碳纤维外表面、次表层和芯部的精细结构演

化过程，建立了 γ 辐照下碳纤维沿径向不同微区结构与

纤维表面特性及力学性能演变之间的耦合关系，为高能

γ 辐照碳纤维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理论支撑；（3）创

制了“半包覆”、氮掺杂介孔碳纳米纤维的原位共混纺

丝制备工艺，掌握了具有催化剂负载量大、强界面结合特点的高活性、高比表面碳纳米纤维生

产技术，已应用于印染行业污水催化降解处理；（4）通过熔盐法、原位活化等系列手段实现

了微孔纳米碳纤维的制备及孔结构与比表面积的有效调控，开发了一系列高比表面纳米碳纤维

制备方法，初步实现了面向柔性电化学器件的产业化制造。

项目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 件，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3 件；发表学术论文 35 篇。

项目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碳纤维制备及结构调控的技术水平，其产品开发与应用具有

显著示范作用。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办学

历史悠久，始建于 1912 年，2000 年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获批国防科工局与天津市共建高校，是我国最早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

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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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米自组装高效抗菌抗病毒多功能 
纺织品的开发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南通大学、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圣菲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提出了基于三维空腔结构超

支化聚合物调控制备纳米银和利用聚

合物在纤维内部自组装纳米银进行功

能整理的技术方案，实现了超细纳米

银的调控制备及在纤维内部的自组装

填埋，从而以简易的工艺流程生产出

具有高效、长效、安全的抗菌抗病毒

纺织品。同时，基于超支化聚合物的

纳米材料合成调控功能，开发制备了

纳米颗粒、纳米线、纳米片等系列不

同形貌二氧化钛纳米材料，并通过超

支化聚合物的诱导自组装技术，实现

了纳米银、纳米金在二氧化钛表面的

组装修饰，有效增强了二氧化钛纳米材料的抗菌、抗紫外和催化降解性能。通过原位生长、电

位组装、表面微熔杂化技术，实现了复合二氧化钛纳米材料在纤维和纺织品中的组装整理，赋

予了纺织品的多功能化。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所开发的相关纳

米材料功能化纺织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均达到了 99% 以上，

对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和 H3N2 的 2h 抗病毒活性均达到了 99% 以上，UPF 值达到 100 以上。

项目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家居服用面料、车用内装饰面料、高铁座椅、一次性清洁材料、护

理产品、医用防护产品等。

苏州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211 工程”、“ 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

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建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 30

个学院（部），132 个本科专业，4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33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28 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1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30 个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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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结构阻隔材料关键制备技术与 
产业化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军事科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军需工程技术研究所、 

张家港市宏裕新材料有限公司、威海迪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我国口罩与防护服用病毒阻隔材料主要是聚丙烯（PP）驻极熔喷布和聚乙烯（PE）、

聚四氟乙烯（PTFE）拉伸微孔膜，传统 PE、PTFE 拉伸微孔膜的病毒防护服穿着闷热，单

一尺度纤维熔喷滤布阻力高，静电驻极在高湿或汗液浸透情况下失效而导致口罩防护等级急剧

下降。因此，开发新型口罩和防护服用病毒阻隔材料至关重要。

针对上述问题，项目在新型低阻熔喷纳微交替纤维高效驻极滤布、物理阻隔型树枝状纳米

纤维滤布和高防水透湿阻隔 PU 多级孔膜三种病毒阻隔材料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病

毒防护口罩、一体化病毒防护服和夏季海关防护服中得到应用推广。具体创新如下：

（1）发明了双介电驻极熔喷微 / 纳熔喷交替纤维滤布制备技术，

构筑了集微米级“骨架支撑作用”粗纤维和纳米级“小尺度效应”细纤

维的多级结构纤维高效驻极滤布，有效降低了滤布的过滤阻力；（2）

独创了树枝状纳米纤维滤布制备技术，开发出亲疏双侧物理阻隔型纳米

纤维复合滤布，解决了驻极口罩滤布“高湿或汗液浸透下防护失效”的

难题；（3）攻克了防水透湿阻隔非对称 PU 多孔膜制备技术，研制出

具有“缓存”大空腔和“Murray”非对称多级孔传质效应的防水透湿

阻隔 PU 多孔膜，实现了防护服的病毒阻隔与防水透湿双重功效；（4）研制出了快速穿脱的

一体化病毒防护服。针对现有防护服穿着极为闷热，分体式结构设计存在的防护不全面、摘脱

不便利等缺陷，以非对称 PU 多孔膜和树枝状纳米纤维滤布为基材，通过一体化结构设计和快

速摘脱缝制工艺，实现了病毒防护服的高防护、舒适性和一拉即脱的摘脱效果。

项目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8 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 件，编制海关行业标准 2 部，发表科技

论文 19 篇。该项成果有效解决了病毒阻隔材料的防护性与舒适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增强国产

病毒阻隔材料的核心竞争力，开发的系列病毒防护口罩、防护服在全国 48个海关得到广泛应用。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办学历史

悠久，始建于 1912 年，2000 年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2018 年获批国防科工局与天津市共建高校，是我国最早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学府之一，现

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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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玻多轴向织物多层复杂异型结构件 
快速拉挤成型关键技术及装备

项目完成单位：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华大学、郑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深入发展，对材料

体系提出了轻量化、低成本、高效率制备的市场需求，高性能纤维织物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

挤成型技术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途径。碳纤维织物异型件的快速拉挤成型设备，突破了传统

纱线拉挤制品力学性能的局限性，已经成为全球研究热点之一。

项目围绕碳纤维多轴向经编织

物多层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挤成

型技术及成套装备开展攻关，主要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包括：（1）碳 /

玻多层织物微张力放卷同步控制技

术。（2）碳 / 玻织物渐变预成型工

艺及复杂异型精确预成型技术。（3）

模内注胶工艺及复杂异型结构件拉

挤成型模具设计技术。（4）复杂异

型件拉挤“一机两模”集成控制系

统及在线高精度检测和切割技术。

项目攻克了碳纤维多层织物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挤成型技术及成套装备的核心技术，开发了

具有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的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挤成套装备，装备成本及产品生产成本远低于

国际同类水平，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高效生产。

项目成果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7 件，实用新型专利 85 件；发表论文 10 余篇；制定企业

标准 1 项；建立了多层织物复杂异型结构件快速拉挤成型生产线，实现了产业化；产品在航空、

风电、汽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项目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满足了航空航天、风电叶片、汽

车等国家重大需求，有力促进了我国高性能拉挤预制件复合材料成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

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本 6250 万元，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致力于高性能纤维经编织造装备、复合材料自动化生产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行业

知名领军企业，多轴向经编装备业绩位列行业前三甲。



86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轻量化碳纤维超长叶片树脂渗透 
调控关键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天津工业大学、东方电气（天津）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

该项目通过精准建立高厚碳纤维经编织

物单胞，预报了碳纤维织物面内和面外厚度

方向的渗透率，理论上解决了风电专用碳纤

维织物渗透规律的核心问题；通过有限元控

制体积法模拟高厚碳纤维百米主梁充模过程，

优化了工艺参数，完成了 90 米长度宽度 800

米的碳纤维叶片制造，降低了试错法的高成

本和研发时间，创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通

过开发纤维透气材料，使碳纤维织物在树脂

渗透过程中有序阻隔过量液体流动，畅通的气泡排除通道，确保单丝直径小的碳纤维完全浸渍，

率先在国内掌握了碳纤维主梁的灌注制备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通过静力试验

及相关疲劳试验，获得德国船级社（GL）认证并生产挂机叶片实验，同期内首次实现超宽主

梁的国产化，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技术能力和保证高水平的制造能力，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的目

标，完全自主研发、制造、安装，实现历史性跨越，跻身世界第一方阵该项目授权专利 10 件，

发明专利 5 件。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

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

校办学历史悠久，始建于 1912 年，2000 年

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

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获批

国防科工局与天津市共建高校，是我国最早

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学府之一，现已发展成

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

艺、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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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用PAN 基预氧丝水刺非织造材料的
开发及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东纶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科英精益技术股份公司

PAN 基预氧丝纤维主要以散纤维或针刺毡的形式应用在保温填充材料、高温过滤材料中，

具有优异的阻燃保温环保等性能。然而预氧丝纤维强力均一性和纤维间抱合差，不易成网，并

且模量高，不易缠结，采用水刺非织造加工工艺难度大，所以将预氧丝水刺产品应用于高铁内

饰材料成为一项技术难点。

项目首次开发出成套低克重薄型 PAN 基预氧丝水刺非织造材料制备技术，成为国内唯

一一家能够生产 PAN 基预氧丝水刺非织造材料的厂家，为高铁领域内饰材料轻量化提供了重

要的材料保障。主要创新为：

1、掌握了 PAN 基预氧丝纤维的评价体

系。通过对 PAN 基预氧丝纤维形成机理的研

究，得出氧化度、体积密度及纤维力学性能之

间的关系，提出采用纤维体积密度作为评价预

氧丝阻燃性和可纺性的方法，为预氧丝的选择

和应用提供了解决方案。2、开发出 PAN 基

预氧丝纤维水刺非织造布成套生产工艺。针对

PAN 基预氧丝单纤强力均一性差、模量高、

不易缠结等纤维性能特点，通过低速梳理、逐

步增压等梳理水刺工艺的调节，开发出单位面

积质量：45±5g/m2，强力：CD>25N、MD>25N，厚度＜ 0.75mm 的低克重薄型 PAN 基预

氧丝纤维水刺非造织材料。3、以 PAN 基预氧丝纤维水刺非织造材料成功替代玻璃纤维制品。

解决了玻璃纤维制品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产生危害的问题，提高了材料的环保阻燃等级，降低

了产品厚度提升了轻量化水平，推动了高铁车厢内饰材料的升级换代。

东纶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3 月在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是由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下属的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投资兴建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

经营、开发和生产 30-250g/m2 各种纤维组份的中高档水刺非织造布，产品主要应用于医用卫

生材料、汽车用纺织品、消防隔热层材料、合成革基布等产业用纺织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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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电力防护服系列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陕西省纺织科学研究院、 

陕西纺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项目针对电力行业电击伤、电弧烧伤、火灾爆炸

等不同危险源的防护现实需求，通过研究导电材料、

高性能阻燃纤维、舒适性纤维等多种高性能纤维的复

配应用，高导电材料特殊嵌织工艺，小批量多组份混

合纺纱及并纱捻线组合强力互补的纺纱工艺技术，不

同织物组织结构和紧密度对防护。

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5 件、发表相关内容论文 6

篇，自主开发出带电作业屏蔽面料、高压静电防护面

料、防电弧面料、阻燃面料和多功能防静电面料等系

列化电力防护服材料，实现了优异电学性能、高效电

弧防护性、永久阻燃、永久防静电、高强度、舒适性

等多种功能的复合，丰富了电力防护服的种类，显著

提升了现有电力防护服的安全性，有效解决了现有电力防护装备舒适性差的难题，达到安全防

护性与服用舒适性二者的有效平衡。

项目开发的系列产品涵盖了大部分电力行业特种防护服需求，可应用于发电、输电、配电、

供电等多个环节的各种电力特种作业环境，且各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均符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

标准要求。

项目产品的推广应用将对整个电力安全防护装备的使用产生重大影响，可显著提升电力行

业人员安全防护水平，减少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生率，有利于维持社会安定，带来良好的社

会效益。同时，项目产品技术优势明显且性价比高，目前已经成功应用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以及俄罗斯电力等国外电力企业，经济效益显著。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是由陕西省纺织科学研究院转制成

立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安全防护用纺织品、高性能增强材料、农业用纺织品等产业用

纺织品及纺织机电产品的技术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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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彬

丁彬，1975 年 5 月生，研究员，现任东华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兼任J. Text. Inst. 杂志编辑，Engineering 杂志编委。入选国家

自科基金委杰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曾获美国纤维学会“杰出成就奖”、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10 余

项奖励。担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超细纤维复合材料分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复合材料学会微纳米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兼职。

长期从事纺织材料的基础及产业化应用研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

纺织品产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静电气喷纺驻极超细纤

维的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出了防护口罩、工业滤纸等一系列高效低阻、

长效稳定的空气过滤产品，解决了现有纤维滤材驻极失效导致的安全问

题；开发了纳米纤维弹性防水透湿膜的规模化制造关键技术，获得了高

透湿量、高耐水压的类皮肤防水透湿膜材料，显著提高了防护服装的热

湿舒适性；建立了柔性陶瓷纳米纤维膜的宏量加工关键技术，生产出十

余种比丝绸更柔软的陶瓷纳米纤维材料，显著提升了陶瓷纤维的柔性和

强度，模糊了陶瓷和高分子的力学界限；提出了超轻超弹纳米纤维絮片

的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获得了高孔隙率、超轻超弹的高分子和陶瓷纤

维絮片，创造了世界最轻固体材料的新纪录。主持国家科技部、国家自

科基金委、中央军委科技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教委、华阳集团等项

目 40 余项。发表 SCI 论文 370 余篇，出版中文专著 1 部，获授权发明

专利 1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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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彩玲

丁彩玲，1969 年 10 月生，博士，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现任山东

如意集团执行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长期从事纺织工程技术研究、新产品

开发等工作，主持科研项目 10 余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 项，省

级重点研发计划 5 项；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10 项，其中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9 项；授权发明专利 20 项，

其中国际 PTC 专利 1 项；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 7 项；发表

学术论文 20 余篇。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第三届全

国杰出工程师奖等荣誉称号。

主导研究的“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攻克了纤维长度和纱线细度长期制约纺纱

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创新性的提出了嵌入式系统定位纺纱方法，研

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纺纱装备及配套加工技术，突破了原有环

锭纺纱技术对原料长度要求的底线及纱线支数的高限，拓宽了原料的使

用范围，实现了高效短流程、超高支纺纱和资源的优化利用。致力于纺

织品绿色设计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攻克了以数码印花为代表的绿色加工

技术瓶颈，研究建立了数字化色彩管理模型、不同原料的 ICC 曲线、

色彩转换空间等关键技术，突破了长期制约数码印花色彩精准度及质量

重现性的瓶颈，实现了色彩高保真，达到“所见即所得”的新高度，提

升产品附加值 40% 以上，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23.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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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海

郭玉海，1973 年 2 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0-1997 年天

津工业大学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工学博士

学位。现工作在浙江理工大学，兼任“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纤维材料和加工技术研究”浙江省重点实验室主

任、浙江理工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博士点负责人。

长期从事纺织材料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学风严谨，笃志科研和育人，

教书育人和言传身教相辅相成，在纤维基过滤材料开发、创新应用等方

面开展系列研究工作，同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纺织专业技术人才。创

制了聚四氟乙烯填隙式聚合物合金方法，突破了纤维增强增模技术，解

决纤维抱合性差、蠕变大的缺陷，促进了纤维在工业高温烟尘治理中的

应用；研发高效低阻聚四氟乙烯纤维膜加工技术，实现了滤材的高效低

阻，为我国医疗防护、空气过滤等领域提供高端新型材料；建立聚四氟

乙烯拉伸形变模型，发明推压膨化法的中空纤维膜加工技术和全套装备，

技术产品成功用于印染废水、垃圾渗沥液、净水和新风系统等领域。

承担参与完成国家省部级项目 22 项，发表 SCI 论文 65 篇；获授

权发明专利 46 件、1 件美国专利。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创新奖（青年创新奖）；

入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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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

张清华，1970 年 7 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华大学发展

规划处处长、材料学科教授，兼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增强体分会主任委

员、《高技术纤维及应用》副主编等。

长期从事有机高性能纤维的研究工作，在聚酰亚胺纤维研制、产

业化及应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提出并建立了聚酰亚胺干法成

形“反应纺丝”的新原理和新方法，构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法纺

丝制备聚酰亚胺纤维的理论体系；攻克了纤维规模化制备工程技术“瓶

颈”，自主设计研制了聚合、纺丝、环化、拉伸等成套装备，与企业合

作建成了聚酰亚胺纤维 2000 吨 / 年生产线，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高

效的聚酰亚胺纤维生产新技术；通过分子结构设计和凝聚态结构调控等

源头创新，实现了纤维的高性能化、差别化和多功能化，具有高强高模、

耐高温、耐辐照等优越的综合性能，相关产品已成功应用于环境保护、

特种防护及航空航天等领域。以此为基础，相继研发了功能性聚酰亚胺

薄膜、气体分离用中空纤维膜、高耐热气凝胶纤维等新品种。聚酰亚胺

纤维的成功产业化，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有力提升了我国特种

纤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主持科技部 97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等国

家和省部级 10 多项，领衔完成的“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制备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香港桑麻基金会纺

织科技奖特等奖以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高性能化学纤维生产

及应用》、《高性能聚酰亚胺纤维》等著作，先后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中国纺织学术带头人、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国家

级人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成果优秀奖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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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纳米纤维素的绿色可控制备及其 
在纺织品功能整理中的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杭州奥赛德布艺有限公司、德清县新鑫达丝绸炼染有限公司

由于传统纺织品功能整理剂环保性和安全性差，整理剂或整理工艺使用不当会对人体皮肤

产生刺激，甚至会诱发病变，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另外传统功能整理工艺存在耐久性差、

技术含量较低和同质化竞争严重等缺点。基于此，该项目自主开发了以兼具优异分散性能、环

保无毒和易化学改性的纳米纤维素为模板，精巧设计有机无机杂化、表面接枝和微胶囊包覆等

手段，研制出具有抗菌、防水、抗紫外和防蚊虫等性能的功能整理剂，并实现了其在纺织品功

能整理中的应用，揭示了纳米纤维素绿色水解、可控改性与整理后织物功能性之间的构 - 效关

系，主要内容包括：

（1）阐明了纳米纤维素的形貌与尺

寸的调控机理，总结出一套纳米纤维素形

貌与表面基团的调控方法和技术关键：研

究了不同生物质的强酸水解、有机酸水解、

混酸水解和绿色环保的氧化水解法，构建

了表面基团和形貌可控的纳米纤维素制备

体系。（2）纳米纤维素功能材料的制备

及性能调控：采用有机 - 无机杂化、表面

接枝和微胶囊包覆等方法，制备了一系列

具有抗菌、抗紫外和防蚊虫等功能性纳米

纤维素，研究了纳米纤维素可控负载纳米

粒子、接枝功能性基团和微胶囊包覆功能性整理剂的影响因素及规律，并探讨了其理化性能和

功能性。（3）功能纳米纤维素在纺织品功能整理中的应用技术：阐明了功能性纳米纤维素与

纺织面表面结合的相互作用机制，并通过热超声膨胀法、浸钆法和粘合剂法等方法实现了纺织

面料的功能整理，开发了透气、柔软和高牢度的系列功能性织物。项目已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3 件，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发表论文 32 篇。

浙江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法、艺术、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省属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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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束辐射接枝制备新型镍氢 
电池专用隔膜

项目完成单位：河南科高辐射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中原工学院、河南科高新材有限公司

镍氢电池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绿色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混合动力

汽车、电动工具、家用电器、太阳能风能储电等领域，是当前市场上的主流电池品种之一。不

同类型的镍氢电池对隔膜的要求不尽相同。要想很好的满足不同类型的电池，必须对隔膜进行

相应的分型，以实现各类新型镍氢电池的最佳要求。因此，开发各类新型镍氢电池需要的专用

隔膜迫在眉睫。

项目以超细聚烯烃纤维为主要原料，采用

新型湿法工艺制备了高度均匀的湿法非织布；

进一步采用动态电子束辐射接枝技术，实施了

丙烯酸、苯乙烯磺酸钠、马来酸酐和二乙烯基

苯等单体与超细聚烯烃纤维湿法非织布的均匀

接枝共聚。通过调控湿法非织布的微孔结构和

接枝共聚物化学组成研究开发了具有超薄高荷

电功能的容量型镍氢电池隔膜、适用于高倍率

充放电的功率型镍氢电池隔膜和具有强保液功

能的高温型镍氢电池专用隔膜。经过十余年的

产业化开发和市场推广，本项目已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产品行销国内近百家镍氢电池企业，

产品型号齐全，性能优越，质量稳定，较好地满足了市场上各种类型镍氢电池的需求，稳定占

据超过 20% 的国内市场。该项目工艺技术独特，具有显著创新性，产品性能质量达到了同类

产品国际先进水平。为改变我国镍氢电池隔膜市场由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项目已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 3 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 篇，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河南科高辐射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古都洛阳市洛龙高新开发区内，

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注册资金 1301 万元。科高辐射是由河南省科学院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

组建的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科高辐射专业从事电子束辐射改性与功

能性及高性能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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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棉机高效梳理针布关键技术研究及开发

项目完成单位：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东华大学、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项目完成了以梳理过程可视化探究为支撑的高效梳理件及其加工装备设计：

基于可视化梳理过程的梳理原理。项目建立了梳理微环隙内“针齿 - 气流 - 纤维”作用

模型及梳理理论：发现刺辊锯条螺旋包缠导致的分梳夹角引发纤维受力不匀与摩擦路径增大，

指出针齿交替排列方式有利于流速均匀分布，而辅助小齿可改变针布靠近针尖层面的高速气流

的分布情况。

基于针齿齿形及排布的空

间设计。探讨有利于降低纤维

损伤、提升纤维受梳效率的因

素：设计具有预倾角的刺辊针

布，保证纤维与针齿垂直作用；

设计针齿在长度方向上交替错

位排列的锡林针布，降低重复

过度梳理、提升齿隙纤维受梳

概率；设计在齿背及工作面上

分别有辅助小齿的锡林针布，

改变高速气流分布，实现高效

低损梳理。

差异化加工装置设计及工艺

优化项目通过联动的步进喂给 - 轧齿装置设计，实现了对针齿尺寸在 1.5mm×0.25mm 下的

稳定齿形重塑。

项目已授权国家专利 5 件，发表论文 5 篇。项目研究成果填补了差异化梳理器材理论研

究的空白，提出了新型针布研发的新思路，为现代梳棉机低速高产以及柔性梳理开辟了新的突

破口。

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7 年 12 月 27 日，经历 34 年艰苦创业和不断开拓，

已发展为世界最大纺织梳理器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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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涂层金属梳理针布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福建隆源纺织有限公司

目前，我国纺纱规模环锭近 1.1 亿锭，转杯纺纱近 400 万头，占全球总量的约 50%。金

属针布是纺纱领域的心脏器材，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纺纱产品质量和效率。近年来，国内纺纱

机械器材在设备研发、加工工艺改进及应用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受行业整体水平制约，与

国际高端品牌相比，国内金属针布存在一定差距。这些不足的客观存在，制约了金属针布市场

竞争力，阻碍了国内纺纱产业链走向国际、迈进高端、创国际品牌的步伐。

该项目采用三项创新：优化针布齿形、锥齿化针布处理技术、复合涂层针布处理技术。在

深入研究表面强化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纤维的种类和特性，设计不同的针布齿形，并对几何尺

寸进行优化，显著提升了针布的梳理效果；采用等离子加工处理，实现了锥齿棱边圆弧化和齿

尖厚度的减小，使得分梳过程对纤维的损伤大大减轻，棉纤维短绒率降低 0.5% 以上；采用复

合涂层渗透技术，在针布表面涂覆超硬耐磨材料，定点提高了金属针布的第二点硬度，降低了

表面粗糙度，使得针布耐磨和耐腐蚀寿命较同类产品提高 1 倍以上。基于以上技术基础，运用

到多种金属针布上，为今后的金属针布复合涂层技术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技术支持，可以采用到

更加广阔的领域。

该项目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在福建隆源

纺织有限公司，福建旭源纺织有限公司等近千

家企业推广运用，纱线的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针布的使用周期与普通针布对比延长了 1

倍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示范效应显著

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创建于 1962 年 ,

是中国针布行业研发制造的先驱，经过半个多

世纪矢志不渝地孜孜以求与苦苦探索，已发展成为国内赫赫有名的针布制造基地。公司拥有自

营进出口权、“高新技术企业”称号，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是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认定的“全国纺织针布技术研发中心”。公司主导产品囊括金属针布、弹性针布、活动盖板针布、

固定盖板针布、整体锡林、分梳辊等种类，贯穿纤维梳理全流程，涵盖棉纺、毛纺、麻纺、化纤、

羊绒、棉花加工及特种动物纤维梳理等纺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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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472XF 双辊烫光机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连云港鹰游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针对高档绒类面料而开发的一款专用双辊烫光机，烫辊便于精准控温；要求织物毛面

向下烫光、免滴油；可以与现有的起毛机进行直接联机使用，整机密封，环保节能；经过烫光

的织物表面一致性好，减污降耗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项目已获 1 件发明专利、2 件实用新型专利和 1 件软件著作权。SME472XF 双辊烫光机

已应用于浙江真爱毯业科技有限公司、常熟市凯鑫针纺织品有限公司、连云港琴川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连云港飞雁毛毯有限责任公司、连云港鹰游新立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涤纶纺织生产

企业。经用户使用验证，该装备设计先进、结构合理、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便，经烫光后的

毛面蓬松柔软，质地华贵、光泽柔和、绒毛

顺直光亮；不同功能组件之间的协同控制，

极大提高了生产稳定性和效率，降低了人工

成本，提高了纺织品的附加值。

项目实施以后，根据目前的市场调研，

SME472XF 双辊烫光机近两三年国内的需

求量约为 300 台 / 年，以 80％市场份额计

算，每年就能销售 240 台，可实现销售收入

5040 万元，利税近 1500 万元，市场前景十

分乐观。有利于推动整个纺织产业向智能、高效、绿色道路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高效

益的同时实现降低污染，推动我国纺织后整理设备生产线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

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前身为连云港纺织机械厂。2001 年，公司由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为

民营股份制企业，成立连云港鹰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公司发展需要，2013 年注册成立江

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2014 年经营性资产重组收购连云港鹰游纺机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鹰游纺

机是专业从事纺织专用整理设备、印染定型设备和高性能碳纤维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企

业，目前设备已形成烫光、剪毛、刷毛、起毛、磨毛、印染、定型、特整、水洗、碳纤维设备

等10大系列产品。具有年产3000台套纺织专用整理设备、600台套碳纤维成套设备的生产能力。

“鹰游”和“ZGL”商标是江苏省著名商标，起毛机和烫光机是江苏省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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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光棉T 恤复杂工艺智能管理与 
优化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佛山市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惠州学院

从纱线选择开始，经过设计、织造、丝光、裁剪、缝制、

印花绣花、包装的丝光棉 T 恤复杂生产具有更强的核心

竞争力与更高的附加值，但需要解决复杂生产所带来的产

量、质量、货期不稳定的关键工程技术问题。通过研究丝

光棉 T 恤产品复杂工艺生产过程，开发了基于丝光棉 T

恤复杂工艺的智能管理体系，包括丝光棉 T 恤纱线预算

管理体系、丝光棉 T 恤工艺标准体系、丝光棉 T 恤生产

过程智能检测与数据采集、物流货仓网格管理等智能管理

模块，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数据驱动的丝光棉 T 恤生产流水线。通过研究丝光棉 T 恤产品复

杂工艺缝制过程，开发了包括丝光棉 T 恤对条对格裁剪优化技术以及领子、袖子、前筒、口袋、

拼接、拉筒等缝制工艺优化技术，实现了降低人机配合难度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通过研究

丝光棉面料后整理过程，开发了包括提升面料阻燃、抗霉变、抗烟味等特定功能的丝光棉面料

整理优化技术与丝光棉 T 恤印花工艺优化技术，开发了具有高新技术产品证书的丝光棉 T 恤。

项目获得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 15 件，软件著作权 3 件，发布广东省地方标准 1 份，

发表论文 1 篇。项目的实施促进行业科技进步作用：本成果有利于丝光棉 T 恤行业实施管理创

新、工艺创新、面料创新，开展两化融合转型升级，全面促进丝光棉 T 恤行业科技进步与健康

成长。

佛山市安东尼针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拥有纱线、织布、织领、绣花、染整及

制衣的完整产业链，产能超过 300 万件，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丝光棉产品研发及供应商，拥有华

帝卡尼、铁丹、欧林浦等众多品牌，为劲霸、柒牌、海澜之家等国内一线品牌提供加工服务。

安东尼不断塑造“全球高级丝光棉 T 恤设计领导者”的高端形象，每年开发一万多 T 恤款式，

以新颖前卫的设计风格、优良的产品与快速的反应立足于针纺行业。曾荣获“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广东省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企业”、“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全国服

装行业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禅城大工匠”等一系列荣誉称号。2017 年认定为广东省“丝光

棉细分行业龙头企业”、获得“全国丝光棉针织服装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骨干企业”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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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行业可重构全集成智能制造 
软件系统开发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杭州优时软件有限公司、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当前我国化纤行业智能制系统存在集

成度差，缺乏整体方案提供者，缺乏相关

的核心软件、数据系统等，处于初级应用

阶段问题。

项目针对我国化纤行业智能制造进程

中的上述问题，采用国内首创的获国家科

技创新奖 AUTOERP 动态可重构平台。

以国际先进的管理思想为蓝本，结合中国

化纤企业装备、工艺及管理模式和数百家

企业管理样本及实践经验的总结，制定出了介于智能车间层级与智能赋能层级之间的企业资源

计划数据系统，实现企业数据分析及执行操作模块动态可重构、行业化及全集成。对化纤行业

智能制造系统的完善与建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智能制造软件系统链中的重要一环。

（1）大集成系统技术。采用混合构架和微服务结合，基于零代码平台自主开发了可重构

全集成化纤信息管理系统。（2）动态重构技术路线。提出动态可重构模型驱动思想，开发了

基于化纤行业特点系列产品模块。国内首创的 AUTOERP 动态可重构平台，具有可重构性，

平台直接面向管理对象，支持企业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业务规则重组，支持企业

渐进式提升。（3）可灵活满足个性化需求。解决标准产品化软件和源代码开发的技术路线无

法满足和实现企业创新管理和行业差异化竞争的问题。即可满足共性管理需要，又能满足用户

个性化管理需求。（4）支持多公司集团化运作模式。解决传统系统因分账套形式处理业务，

造成集团多个公司因多个帐套而被隔离，完全独立，集成度不高的问题。（5）可自行维护，

不需要依赖技术供应商，降低运维成本，保证系统的可持续稳定。

项目获得相关软件著作登记权 8 件，已应用在 50 多家化纤企业，提升了化纤行业的智能

制造软件系统水平，为企业节约管理及生产成本。

杭州优时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集研发、销售、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工业软件企业，

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于行业化及可重构性研究的软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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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柔性设计与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研发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

在服装行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服装定制成为企业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的加分环节，然而，

大多数企业却只停留在单一、小规模的定制服务上，其原因在于服装大批量定制的技术路径还

未打通。

项目针对服装产业链中非绿色环节，

建设版型、面料、人体体型数据资源库，

搭建数字化辅助设计、智能人体测量与

版型智能匹配、材料选择到智能生产管

理的全链条技术服务平台，实现“一人

一版”的设计和智能化生产，满足个性

化消费需求。项目的完成单位中，北京

服装学院负责版型库、面料库、人体体

型数据库和数据资源挖掘等技术的研发

与设计，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负责版型库和智能制造平台研发。双方合作成果在北京格雷时尚

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实施。

研究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服装定制数字资源库。研究体型数据对版型

的参数化驱动方法，形成数字标准化服装版型库，实现面料库信息化与面料展厅的智能推送；

二是研发定制业务与全产业链服务平台。研发 C2M（顾客对工厂）的基于三维服装个性化下

单系统，与体型库、版型库和面料库自动化对接，开发生产执行系统和质量保证回溯系统，利

用射频芯片保证全流程实时跟踪。

项目已获发明专利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9 件，外观专利 1 件；申请软件著作权 4 项，发表

论文 7 篇，完成专著《装数字化制造技术与管理》，完成《北京时尚服装产业研究报告》和《国

际时尚城市服装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 个产业报告。

北京服装学院前身是 1959 年 2 月创建的北京纺织工学院，1961 年 7 月更名为北京化学纤

维工学院，是由原纺织工业部建设的、以化学纤维高等教育为主的重点院校。1987 年 2 月，顺

应时代发展需要改扩建为北京服装学院，是我国第一所公办服装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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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T&OT 融合的服装云制造协同 
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东莞市虎门服装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意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衣电园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虎门服装技术创新中心

该项目将信息技术（IT）和运营管理技术（OT）融合在服装云制造以及产业互联网构建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案例诠释了纺织服装行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发展范式，促进了行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链协作，帮助服装制造企业和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

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项目涵盖设计、生产、管理、服务全过程，实现了业务流程再造、数据贯通、集成互联、

人机协同、远程运维。提出了运营技术（OT, Oper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和

信息化技术（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融合，在 3D 服装数字化建模和数字孪生驱动

模型构造、虚拟产业链高级排程、云工厂指挥调度、快返设计制造一体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

数字化赋能纺织服装等方面形成了系列成果。

该项目先后发表高水品专业文论 100 余篇，申请专利 20 余件，其中授权 12 件，取得软件

著作权 30 余项。

项目联合上海意利网络科技公司与以

纯等大型企业合作，与虎门、常熟等产业基

地合作，联合承担虎门服装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项目，从订单、设计、加工工序、作业调度、

产品营销、产业链协作等环节通过 OT&IT

融合技术，加速了产业链协作、提高了生产

效率，赢得了市场认可。目前项目成果正在

迈向百厂共建、千厂互联的产能共享与协作

技术服务目标。特别是在 2020 年疫情期间，

线上合作更是凸显了产业协作和供应链协同

的技术优势。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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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舒适防护服装设计机理与智能制造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江南大学、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耐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江阴芗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以开发高舒适的新型防护材料及服装与

构建智能化设计与成形关键技术群为总思路，以“通

风调温机理剖析È高舒适防护材料开发È服装结构设

计È智能化制造技术”为主线，开展防护服装通风调

节机制、高舒适防护服装创新设计、智能化生产流程

与装备的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打造完整的高舒适防

护服装性能提升与智能化成形技术系统，提升了多项

技术领域的科技水平，在技术创新性、系统性等方面

取得原创性突破。

主要技术创新包括：（1）建立服装局部通风表征系统，量化服装衣下

空间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空气交换量，明晰服装通风与舒适性能之间的关系，解析防护服装通风

散热机制，阐明高舒适防护服装设计机理。（2）以全面防护为核心理念，综合考虑服装的舒

适性，基于通风调温机理开发了系列高舒适防护面料及服装。（3）开发了可移动非接触式三

维人体扫描系统，实现了防护服装样板和结构自动化成形，为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舒适防护服

装智能化设计提供技术方案；（4）建立了基于机器人的软体手指面料抓取模型，研制了系列

基于模板的防护服装智能化缝纫加工装备，显著提高防护服装生产效率。

该项目打破了国外在高舒适特种防护服装方面的垄断地位，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件，

实用新型 25 件，软件著作权 1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3 项；发表学术论著 15 篇，出版译著 1 本。

苏州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

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江苏省属重点

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 26 个学院（部），130 个本科专业；5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4 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28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29 个博士后流动站；学校现有 1 个

国家一流学科，5 个国家重点学科，20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9 个“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学科。

截止目前，学校共有 14 个学科进入全球基本科学指标（ESI）前 1%，化学、材料科学 2 个学

科进入全球基本科学指标（ESI）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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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能纤维反欺诈系列鉴别 
标准及关键性能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宁波海关技术中心、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 

五邑大学纺织材料与工程学院

国内外未有对依克丝纤维、相变调温纤维相关功能性研究及评价体系，也没有对依克丝纤

维、聚酰亚胺纤维、聚四氟乙烯纤维、聚乳酸纤维（PLA）等特殊性能纤维的定量分析方法。

基于此，项目建立了依克丝纤维（聚丙烯酸盐系纤维）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及功能性评价

体系，填补了国内及国际依克丝纤维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及检测标准的空白。项目采用微胶囊

复合纺丝技术成功制备了相变调温纤维，研究了其应用性能、染色性能等并建立了相变调温粘

胶纤维的评价体系；制定了聚酰亚胺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国家标准 GB/T 36976-2018《纺

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聚酰亚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填补了该纤维定量分析方法空

白；制定了聚四氟乙烯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国家标准 GB/T 35268-2017《纺织品 定量化

学分析 聚四氟乙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填补了该纤维定量分析方法空白；首次

制定了聚乳酸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行业标准 SN/T 2194-2008《纺织品 聚乳酸纤维混纺产

品定量化学分析方法》，填补了该纤维定量分析方法空白；设计研发了特殊性能纤维定量分析

过程中智能化辅助装置，包括一种硫酸溶液自动配制装置、一种纤维脱落性能自动测定装置，

为特殊性能纤维定量分析提供了更为高效、安全、便捷、准确的方式。

项目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3 件，制定国家标准 2 项，行业标准 1 项，发

表论文 9 篇，核心期刊论文 6 篇。项目建立一套依克丝纤维及相变调温纤维功能性检测方法和

评价体系，为全面了解两种纤维的功能性提供证据支撑，也为我国研发具有类似功能的功能性

材料，推动我国纺织行业升级提供指导意义。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是隶属宁波海关的事业法人机构，

作为 CNAS 和 CMA 认可的检测机构，自 1999 年成立至

今，是集检验、检疫、检测、鉴定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综

合机构，已建成纺织服装、化学危险品分类鉴定和评估、

电气、轻工产品等 14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拥有毒理学

安全性评价和原油及其炼化产品两个国家级质量安全风险

验证评价实验室，专业领域涵盖纺织、轻工、消毒产品、

电气、食品、分子生物学、毒理学、消费品、油品、危险化学品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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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纤维鉴别方法的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东华大学、福建海博斯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荧飒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竹纤维和竹浆粘胶纤维是我国自行研发并产业化的新型纤维素纤维，但是其准确命名和鉴

别一直困扰产品推广的主要障碍。在纺织品的纤维成分标注中，竹纤维、竹浆纤维、竹子纤维、

竹浆粘胶纤维混淆不清。同时由于竹纤维与麻类纤维、竹浆粘胶纤维与粘胶纤维的形态结构和

理化性质近似，给鉴别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市场中以麻类纤维、粘胶纤维假冒竹纤维和竹浆粘

胶纤维的现象频频发生。 

该项目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对竹纤维物

理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采用 TGÈFTIR

联用分析法、X 衍射法、显微镜法、红外吸

收光谱法、溶解法、燃烧法等常规测试方法

对竹纤维、竹浆粘胶纤维、苎麻纤维和粘胶

纤维的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修订了

《GB/T 11951-2018 天然纤维 术语》标

准，增加了竹纤维的属名和定义，使纺织品

纤维成分中竹纤维标注中更加明确、规范。

然后采用近红外测试方法，基于系统聚

类分析法建立的竹纤维、竹浆粘胶纤维、苎麻纤维、亚麻纤维和粘胶纤维五种纤维的综合判别

模型，首次实现了对上述五种纤维的同时鉴别，取得了关键技术的突破，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

标准《FZ/T01150-2019 纺织品竹纤维和竹浆粘胶纤维定性鉴别试验方法 近红外光谱法》。

该项目成果及相关标准，在明确并规范竹纤维属名和定义的基础上，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

实现了对上述五种纤维的同时鉴别，该方法准确度较高、检测速度快、重现性好、不损伤样品、

不污染环境，对于促进竹纤维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开展、规范市场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竹纤

维生产国际上的主导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设立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设置的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类政府实验室，是国家级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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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涤纶工厂设计标准》 
GB/T50508-2019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丽制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涤纶作为最大的化学纤维品种，使用性能优良，应用领域广泛。近年涤纶占世界化学纤维

总产量的比例超过 75%。2016 年到 2020 年，我国涤纶年产量从 3752.63 万吨增长到 4922.75

万吨，近五年我国涤纶产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6.2%。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符合我国高质量

涤纶发展要求的国家标准《涤纶工厂设计标准》，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

的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原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作为国内主要的涤纶工厂设计单位，在

2010 年主编了国家标准《涤纶工厂设计规范》GB50508 － 2010。但近十年来我国涤纶行业发

展迅速，技术进步加快，节能降耗效果明显。同时，近年国家和地方在环保、节能、职业安全

卫生、人工智能、清洁生产等方面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执法力度和监督检查力度

在加强。这些都需要体现到工程设计标准的设计原则和具体规定中，以促进我国涤纶工厂设计

的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因此，需要

重新制定《涤纶工厂设计标准》。

此次重新制定的《涤纶工厂设计标准》

GB/T50508 － 2019，既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的要求，又体现涤纶行业近十年来

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卫生、

清洁生产、技术进步方面的成果和措施，

还结合涤纶企业的生产实际，解决行业普

遍性存在的问题，使制定的标准具有前瞻

性、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将会为我国涤纶

行业的建设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 1952 年，前身为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为新中国纺织和化纤

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高新技术国有骨干企业，公司长期致力于环境工程、

芳烃工程、纺织化纤、特色炼油化工等领域的建设、创新与发展，承担各类大中型工程项目

480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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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再生纤维素纤维间定量 
分析方法的研制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目前产业化的再纤主要有粘胶、莫代尔、竹浆、铜氨、莱赛尔等7种（以下简称“7种再纤”）。

因原料相近、分子结构相似，再纤间准确定性和定量成为国内外公认难题，导致此类产品不能

得到有效监管，严重制约我国再纤产业市场推广和深度开发应用。

项目以再纤间存在的细微差异为突破点，取得了重大技

术创新，解决的主要技术难题如下：（1）以莱赛尔纤维为切

入点，探寻同时针对 7 种再纤，且溶解现象差异明显的溶解

条件，创建快速、准确再纤溶解鉴别法。（2）在定性研究基

础上，通过正交试验、稳健性分析等手段，确定多个二组分

再纤关键溶解条件，解决再纤定量方法缺失的难题，建立再

纤定量分析方法 5 个，每种方法在 95% 置信水平下，结果置

信界限不超过 ±2。（3）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突破溶解后无

法有效分离技术难题，解决剩余物胶着引起的过滤收集难、

结果不稳定等问题：开创性地使用十二烷基磺酸钠洗涤法，

根本解决胶着现象，剩余物质量稳定、损伤系数可控；通过

自研过滤和收集装置，解决过滤和收集难题；超声波清洗和

标准曲线法结合使用，解决使剩余物清洗不完全、质量不稳定、

传统 d 值法不能用于计算的难题。胶着问题的解决为再纤定

量方法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4）研制溶液配制装置和废液收集装置，降低强酸配制危

险系数及废液挥发引起的环境污染，提高操作过程安全性和工作效率。

项目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已发布国标 1 项、行标 3 项、地标 2 项；

发表 SCI 论文 3 篇，中文核心 5 篇。标准的建立完善了我国纺织产品标准体系，为市场监督、

海关等部门提供执法依据，为企业提供有效质控手段；实用新型小工具在小范围试产，反馈良好。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隶属于石家庄海关，为石家庄海关行政执法提供技术保障和技术服务。

中心是独立法人事业单位，是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检验检测机构。多年来，中心通过准确的

检验检测结果为原检验检疫、海关执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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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704-2019《提高机械安全性的
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实施规范》

项目完成单位：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该标准属于我国服装行业的产品标准，它以引导促进儿童服装消费、推动儿童服装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为儿童服装生产企业、儿童服装的消费者及其它相关方提供参考和标准

依据。明确了提高机械安全性的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规范，规定了本标准适用于 14 周岁及以

下婴幼儿和儿童服装的设计与生产。

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新增了目录和引言 2、

修改了标准的不适用范围 3、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4、新

增风险评估 5、修改和补充了织物的要求 6、修改和补

充了生产、检测的要求 7、新增了标签和陈列的要求。

标准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按照 GB 18401《国家纺

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和 GB 31701《婴幼儿及

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全面考虑并具体

描述了儿童服装在穿着使用过程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机

械性危险和风险，并增加了风险评估的相应要求，包

括风险评估的主要阶段及考虑因素等。同时，相比原标准，更加注重童装设计的科学安全性，

对儿童服装设计、材料和结构给出了详细的技术要求。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与产品安

全有关的所有环节，并保证可追溯性。最后，增加了包装，标签和陈列的要求，确保消费者购

买的产品（包括服装、包装、标签）不存在任何危险。

项目制定的 GB/T 22704-2019《提高机械安全性的儿童服装设计和生产实施规范》标准

已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实施。标准发布后，我国儿童服装生产企业即开始使用该标准的技术质

量要求组织生产和控制产品质量；我国的质量监督部门在对儿童服装产品进行质量抽查检验时，

也以该标准的技术要求为依据对产品进行检验和质量水平评定，产品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是整合了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

督所、上海市毛麻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服装研究所所属的 3 家国家级纺织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和 1 家原纺织部专业检测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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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889-2018 聚酯涤纶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

项目完成单位：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该标准是纺织行业能耗系列标准中目前唯一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能耗限额

等级、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等内容。标准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1）开创性提出了

工序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概念。针对不同聚酯涤纶产品，按照产品的流程选取相应工序能耗指标

数值，通过创新的算法系统对产品的能耗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能约束各类型聚酯涤纶企业的能

耗消耗；2）提出折标品概念。通过大量数据汇总分析，设定出折标品作为产品的能耗核算依

据，并采用折标产品对实际产量折算成标准产量的计算方法，既保证标准指标的科学性、合理

性，又具有先进性和可实施性；3）创新提出了折标系数表。根据大量的调研、调查数据，采

用多元回归算法等工具，确定了不同线密度、品种的折标值；4）创新使用 count if 进行能耗

指标数计算。根据国家有关三级指标值的设定要求，设定值考虑先进的工艺装备，采用值算法

count if（> 基准值）/ 个数，对多约束条件多影响因素进行打通量计算，在国内具有实施案

例，为行业树立典范，促进行业整体能效提升。

该标准的实施对聚酯涤纶行业技术

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有积极促

进作用。“十三五”期间，标准在全国

范围内全面应用，聚酯、涤纶长丝及短

纤将均有 20% 的企业进行经过技术装

备，工艺和管理等方面的改进，达到指

标要求。标准的应用推动企业提升能效

水平，降本增效；加快行业节能减排效果；

协调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

管理，为碳达峰及碳中和积累了基础数

据，为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了数据基础及方法。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国内纺织的研究工作，中心承担了大量国家和

行业的节能低碳、绿色环保、资源综合利用标准、政策的制定工作，对中国的纺织行业及行业

的经营发展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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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重点企业碳排放评价及控制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完成单位：东华大学、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广州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项目以纺织印染行业中重点企业为研究对象，设立了

三项研究内容。

纺织行业重点企业碳排放综合评价体系研究：通过调

研分析，识别纺织行业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因素，

包括规划、管理、监测等定性评价以及减排量定量评价，

遴选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开发评价工具，对评

价方法进行研究，提出控制企业碳排放的改进方案，为企

业低碳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纺织行业重点企业碳排放共性评价方法学研究：分析

目前已有的纺织行业碳排放评价量化和验证的共性方法；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确定主要温室

气体排放源并进行分类。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工艺

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共性方法学，包括工艺过程排放的

边界确定、基准线选择、排放因子、量化方法（物料衡算、计算模型）等关键环节和步骤，以

及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等。

纺织行业重点技术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方法及试点应用：分析纺织行业加工流程中温室气体

排放相关要素，建立纺织行业重点技术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减排量化方法。对比节能减排技术与

常规工艺技术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设定减排量定量评价基准值，体现了减排技术的集成应用。

针对高效节能工艺，测算比对有节能减排特征的工艺和传统工艺之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差异，并

在相关企业进行了试点示范。

项目制定了国家标准一项，行业标准两项。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研究的相关节能减排技

术获授权发明专利 7 件。相关技术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崇德博学、

砺志尚实”的校训，不断开拓奋进，已发展成为以纺织、材料、服装、设计为优势，特色鲜明

的多科性、高水平大学。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117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纺织产业节能减排制度绩效评价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

该项目基于转型升级理论、环境规制理论、制度演化理论等对国际、国内涉及纺织产业的

367 项节能减排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从市场失灵的视角剖析节能减排制度的经济学动因，并通

过博弈均衡理论系统分析了节能减排制度

的敏感性和对纺织企业节能减排绩效的影

响，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国家节能减

排政策的实施显著削弱了纺织产业的污染

能耗，而不同政策的出台及企业异质性因

素使得具体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现出非对称

特征；（2）降低信息不对称是企业进行环

境信息公开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这一举措

可以增加投资者认可度；（3）纺织业碳足

迹存在结构性突变效应，且 COD200 的实

施对其碳足迹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4）制度设计是否有效的标准，应当是对于微观企业而言，

节能减排带来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是否一致，否则政策就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

项目的研究成果，（1）在宏观上，为国家与地方有关纺织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管理部门，

提出支持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扶持、技术推广、资源利用、环境监管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5 人次；（2）在中观上，为绍兴纺织印染集聚区提出

改进制度、中水回用、废水集中预处理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措施与建议，并进行实践应用，较好

的促进区域纺织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3）在微观上，为纺织制造企业提供在不同的技术与

政策情景下开展清洁生产的技术选择、优化解决思路和优化管理措施。

浙江理工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市。学校前身——蚕学馆，是杭州知府林启为实现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愿于 1897 年创办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新学教育机构之一。2004 年，

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200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10 年，经教育

部批准，获得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2017 年，学校入选浙江

省重点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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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例毛棉 50/50 精毛纺混纺纱线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张家港普坤毛纺织染有限公司、安徽工程大学、 

天宇羊毛工业（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司

该项目主要科技内容如下：1）首次提出了“一种精毛纺棉毛混纺纱线的生产加工方法”，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流程改变，提高可纺性。解决了由于纤维长度差异大而不能高比例纺纱的

困境，实现批量化生产。2）发明了一种精梳机锡林装置，利用现有的精梳机锡林进行改造，

减少锡林梳理区的弧长，不过度梳理，降低梳理时毛条中短毛率的含量和平均长度离散。3）

改造了针梳混条时的喂入装置，实现毛条牵伸，棉条不牵伸。有效控制针梳机牵伸隔距大不能

握持棉纤维的问题。解决了纺纱过程中的短纤落毛问题。4）通过无捻粗纱与有捻粗纱相结合，

有效控制了棉毛的条干不匀和粗细节等现象，并利用有捻粗纱自身轴线转动加捻，螺旋状卷曲，

使外层纤维紧压内层纤维，增加了抱合力，退绕时不易产生意外伸长、纤维绕罗拉、绕胶辊等

现象，可以提高品质，为下一道工序保证产品质量。

项目核心技术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8 件。项目技术指标：

单纱线密度偏差率控制在 ±3%，单纱断

裂强力≥ 180CN，条干均匀度变异系数

CV（%）≦ 18.5%，毛粒/只·km-1≦ 30，

细节 / 只·km-1 ≦ 35。经济指标：项目

完成时计划可形成年生产高比例精纺毛棉

混纺纱线 1500 吨的生产能力，预计销售

325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4600 万元，出

口创汇 500 万美元。

张家港普坤毛纺织染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2 年 8 月。公司占地面积 30 余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公司有职工 1500 余名。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高档毛料西装的制

作，常年生产哔叽、花呢、贡丝锦、凡立丁、板司呢等五大类上万个品种的精纺呢绒，营销网

络遍布全国，在国内形成雅戈尔、杉杉、罗蒙、大柒牌等十大名牌服装厂家的供给渠道，并保

持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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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丝多组分交织面料可控染色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理工大学、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真丝多组分交织面料，经线采用 100% 桑蚕丝，纬线采用 60s/80s 精梳纯棉纱，或者是

60s/80s 天丝纤维、莫代尔纤维等多种纤维组分，可以是缎纹、斜纹，也可以是提花组织。本

项目研发内容：

一、实现活性染料两浴法染色对纤维素纤维染色过程

中（俗称“打底色”）真丝纤维较少上色（俗称“沾色”），

对真丝纤维染色（俗称“套染”）过程中，纤维素纤维不

上色的效果，通过工艺设计分别对真丝纤维、纤维素纤维

的上染过程进行控制，展现“真丝纤维色深、纤维素纤维

色浅”的双色异彩效果。

二、通过优选特殊结构活性染料，控制染色过程电解

质浓度、染色温度、浴比等工艺要素，控制真丝多组分交

织缎纹产品不同纤维上染的同色性，真丝纤维、纤维素纤

维色差高于 4 级，从而解决活性染料一浴法染色丝纤维得色深，纤维素纤维得色浅难题，实现

真丝 / 纤维素纤维缎纹面料染色的同色性。

三、通过特殊“半色织”工艺流程，解决真丝多组分交织产品活性染料纤维素纤维染色过

程中真丝纤维“沾色”难题，实现真丝纤维“留白”效果，突破活性染料染色过程“真丝纤维

得色深，纤维素纤维得色浅”的界限，两种纤维可分别控制上染任意颜色，真丝多组分交织产

品尤其是提花类产品，展现出客户定制的双色异彩或多色异彩效果。

项目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件，在《丝绸》杂志发表论文 1 篇。该项目的研发实施，使该

公司的丝绸面料成为目前国内一线家纺品牌的首选真丝面料，打破了国内高端真丝面料一度依

赖意大利、德国进口的历史，研发出“多色异彩”“低温低碱”的丝棉交织面料染整工艺，打

造了产品品质一流，手感一流，高端奢华的国产顶级真丝面料，实现了国内高端真丝面料的突破。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丝绸面料织造产量位居全国首位；是全国宽幅真丝家

纺面料的龙头企业；是江北规模及产能最大的丝绸印染生产企业；是全国唯一的具有缫丝、织造、

练印染、筒丝染色、家纺制品、丝绸工艺品、国内外贸易完整产业链的丝绸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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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蛋白微纳结构材料的可控制备、 
功能设计及可植入性能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苏州大学、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该项目探索具有微蚕丝蛋白材料的可控制

备、功能设计及可植入性能研究，构建了采用现

代纳米成型技术构建蚕丝蛋白生物支架的理论，

研究并解决了蚕丝蛋白生物支架的成型机制、结

构与性能可控设计及其可植入性能等关键科学问

题。制备了管径小于 5mm 结构与性能可控的小

口径血管支架，该血管支架具有优异的生物力学

性能、抗凝血性能和生物相容性；制备的蚕丝蛋

白复合水凝胶具有优异力学强度和生物相容性，

且结构可控；制备的复合导电薄膜具有优异的透

光性、弯曲性能和导电性和生物相容性。上述结果证明了蚕丝蛋白在人工血管、软骨组织和柔

性可植入光电器件等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在临床应用价值，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项目授权了 7 件与蚕丝蛋白生物支架制备方法、成型机制等密切相关的核心发明

专 利， 发 表 核 心 以 上 学 术 论 文 41 篇， 其 中 SCI 源 期 刊 25 篇， 多 篇 代 表 论 文 发 表 于

Biomacromolecules、Mater. Sci. Eng. C、Int. J. Biol. Macromo.、Cellulose、

Mater. Lett.、RSC Adv. 等国际知名 SCI 材料学和生物材料学期刊和国内纺织学报等

中文核刊上，代表作单篇最高被引 108 次，多篇代表作被发表于 Adv. Mater.、Prog. 

Polym. Sci.、Adv. Funct. Mater.、Biomaterials、Chem. Eng. J. 等顶级杂志的

论文评价或引用，其中发表于 Prog. Polym. Sci. 和 Chem. Eng. J. 等期刊的综述文章

大篇幅介绍项目在蚕丝蛋白血管支架和柔性光电器件的研究成果。

苏州大学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和“211 工程”、“2011 计划”首批入列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国防科工局与江苏省共建

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苏州大学前身是 Soochow University（东吴大学，

1900 年创办），开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融中西文化之菁华，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

举办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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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保暖三维立体再生纤维纺织品 
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上海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以高收缩皮芯型 ATY 再生涤纶长丝作为衬纬纱，创新设计了独特的三维立体空气层

结构；研究了储纱器、陶瓷导纱管、纱线喂入角等工艺参数对织物形成的影响，提高了织造效

率和布面质量；在研究应力分布的基

础上，采用延长玻璃化温区保温时间和

两步定型工艺，有效解决了衬纬纱脱散

及面料尺寸不稳定等技术难题，成功开

发了舒适保暖三维立体再生纤维针织

面料。

项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授权发

明专利4件。项目面料符合如下技能指标：

滴水扩散时间≤ 2s，吸水率≥ 300%，

透湿量≥ 10000g/（m2·d），芯吸高度

≥ 150mm，蒸发速率≥ 0.2 g/h，透气

性≥500mm/s，保暖性≥0.04m2·K/W，

起球性≥ 3 级，水洗尺寸变化率 -6.0%~+2.0%，染色牢度（耐洗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耐干

摩擦色牢度）≥ 3-4 级。

项目的研究开发，为舒适保暖面料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了未来国内外户外运动休闲

消费市场的发展方向，其研究成果是提升长三角乃至全国技术水平的重大基础产品，大众的传

统认知和消费习惯也将逐渐随之改变。同时为企业培养一批重要的技术骨干，他们将成为支撑

项目承担单位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将成为我国纺织产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源泉。

上海嘉麟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工厂、上海市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企

业、上海市专利工作示范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在针织方面具有从纬编织造、染色、后

整理到成衣的连续加工生产配置，主要从事起绒类、纬编羊毛类、功能性等高档针织面料、公

共卫生应急物资的开发与生产，以及国际高档运动品牌成衣的生产与销售，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集成、综合创新型、国际化纺织服装企业。



122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新型生物质纤维纱线和面料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大学

项目针对生物质纤维纱线和面料加工技术研发相对滞后以及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关

键技术问题。以 Proviscose、雅赛尔、Lyocell、Promodal、Viloft、PHA、PLA、壳聚

糖纤维等新型生物质纤维为基础原料，通过系统研究生物质纤维的结构、理化性能和功能特性，

以及纺纱、织造、印染加工条件对生物质纤维织物风格和性能的影响等技术要素，创新性地解

决了生物质纤维纺纱、织造和后加工中的共性关键技术，进行产业化推广。

项目主要技术内容和创新：①针对生物质纤维强度低等特

性，创新开发了大扭矩纺纱线生产装置和大扭矩纺纱线生产技

术，集成低扭矩纺纱技术，显著减少成纱毛羽、提高强力，开

发出高强低收缩生物质纤维纱线；②创新开发和集成应用抓棉

机纤维自动加湿装置、双导条罗拉上下排同时喂入方式和络筒

机水捻器工业净化装置系统，精准控制不同纤维的含湿量、减

少意外牵伸和毛羽产生、提高水捻接头质量等途径，开发功能

性多组分生物质复合纱线。③充分掌握和利用生物质纤维的功

能性，合理设计织物结构，集成不同生物质纤维特性与新型弹

力纱加工技术、纤维混纺比精确控制技术、织造技术、生态染

整技术等，创新性解决了弹力纱股线的氨纶丝易裸露和断丝的技术难题，创新设计和开发出生

物质纤维混纺四面弹力面料、高强超柔生物基纤维健康睡眠家纺面料、Lyocell 绢丝混纺家纺

面料等一系列生物质纤维新型面料，形成稳定的成套加工技术。

项目技术创新性显著，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制定行业标准 2 件、

企业标准 2 件。项目共开发了 28 个系列 219 个纱线新产品和 10 系列 102 个面料新产品。项目

产品已在数十家品牌服装、家纺企业得到推广应用。相关技术对生物质纤维纺织品的开发具有

推广价值和示范作用，带动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整体技术素质的提高。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大生纱厂，由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先生于 1895

年创办，距今有着 125 年的历史。1996 年以南通第一棉纺织厂为核心改制为江苏大生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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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吸湿速干毛精纺西装的开发及 
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技术内容：首先通过羊毛与其他功能性纤维的混纺，制得功能性毛精纺面料，解

决单一羊毛面料刺痒感强、舒适性差、不易护理，适用范围窄的问题。其次，采用轻量化的服

装设计技术和关键加工工艺将本项目研制的功

能性毛精纺面料制作成便于携带的西装，满足

现代年轻消费者对毛精纺西装的新需求，增加

毛精纺产品市场份额。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赋予了毛精纺面料复

合功能，解决了其功能性差，不易护理等问题，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轻量化的服装设计和加

工工艺，解决了毛精纺西装不便于携带，穿着

后需要干洗，洗护难等问题，扩大了产品的适

用范围。该项目相关技术授权发明专利 3 件，

实用新型专利 2 件，外观设计专利 1 件。

项目产品符合 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要求，且各项

技术指标满足 GB/T 26382-2011《精梳毛织品》一等品标准要求；吸湿速干性满足 GB/

T 21655.1—2008《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 部分 : 单项组合试验法》：吸水率

≥100%，滴水扩散时间≤5s，芯吸高度≥90mm的标准要求；西装满足GB/T 21295-2014《服

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标准的洗涤干燥后外观平整度≥ 3 级，具有较好的功能性和可无需任

何特殊护理随身携带，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项目产品已在西班牙百货、英国玛莎、

浙江报喜鸟、步森集团、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宁波杉杉、上海宝鸟、雅戈尔、有品信息科技等

国内外知名纺织服装企业进行了全面推广应用，反响良好。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山东如意控股集团目前在国内的唯一一家上市公

司，主要以生产和销售高档精纺呢绒面料和西装为主。在国外，主要为杰尼亚、阿玛尼、巴宝

莉和 HUGO BOSS 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高端精纺面料；在国内，主要为雅戈尔、宁波杉杉、

威克多和金利来等品牌提供高端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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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2 气凝胶掺杂 EVA 复合保暖 
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州恩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

传统保暖纺织品臃肿、厚重的缺陷，在现代人“要温度，更要风度”的审美观念下日益凸显，

气凝胶在纺织行业的应用可为这一国际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但满足服用要求的气凝胶复合材料

研制是行业共性难题。NASA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难题，但技术成本高昂使得其产品仅在太

空隔热服上得到应用。该项目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同时，攻克了服用气凝胶复合材料低成本

产业化难题，率先实现其在军民融合中的应用。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通过研究无机 SiO2 气凝

胶与有机 EVA 材料有效复合新技术，开发出克重不超过

40g/m2、克罗值在0.277~4.441范围内可控可调的轻薄、

保暖新材料，突破了保暖纺织品厚重、臃肿的行业共性

难题；（2）通过综合分析保暖效果和透气性能相互影响

机制，开发出微孔关键技术，在保证开发的新材料具有

优异的保暖性能的同时，使得透气性能不低于 25mm/s，

解决了传统技术普遍存在的以牺牲透气性能来换取保暖

性能的“trade-off”缺陷；（3）通过贴合结构设计、

实现了布料层间的有效复合，研制出了一体式新材料保

暖层，解决了传统单层粘结结构易脱胶和贴合度较差等

问题，使得成果在保暖效果良好的轻薄式服装、床上用品、

鞋、手套、帐篷等系列保暖产品上实现产业化应用。

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获授权专利 4 件，发表文

章 3 篇，注册商标 2 件，拥有软件著作权 1 件。

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成立于 1983 年 9月，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直属的副厅级事业单位，是法定第三方专门从事产品质量检验和认证的机构、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国家级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设备及元件合

格评定组织（IECEE）认可的国际 CB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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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保健枕抗菌防螨枕芯填料 
制备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南昌良良实业有限公司

目前有关天然植物枕芯填料的杀菌及抗菌防螨的高效、成熟且成功实现了产业化的技术，

国内外尚未见报道。针对制约天然植物保健枕产业化的技术瓶颈，项目组开展了天然植物保健

枕抗菌防螨及填料杀菌技术的科技攻关及产业化的系统集成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创新

成果如下：

1、突破了高效绿色的植物枕芯填料杀菌关键技术，

发明了“一种枕芯填料的制备方法”，显著提高了杀菌效

率并降低了最高杀菌温度（杀菌率高达 99.9%，最高杀菌

温度低于 85℃），有效解决了因杀菌温度过高引起植物有

效成份降解、挥发及其功效下降的技术瓶颈问题，实现了

绿色环保高效杀菌，保障了产品的卫生质量安全。

2、通过单因素分析和正交试验法，在国内率先从 10

余种生物材料和 30 多种植物及中草药的有效成份中筛选出

抑菌防螨的复合配方，并创建壳聚糖包埋缓释技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

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大于 99%，对螨虫的抑制率大于 90%，且安全无刺激。

3、针对枕芯填料生产的抗菌防螨配方的特殊工艺要求，自主设计创建了自动化枕芯填料

的预处理、有效成分提取、生物材料包埋、光波杀菌、填料快速冷却除湿和无菌灌装生产线，

并通过 PLC 系统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在系统集成上取得了重要创新，降低了生产能耗，大幅

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成功实现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项目成果授权专利 15 件（发明专利 2 件），制定企业标准 3 项。项目技术已全面推广应

用，率先建成国内首条天然植物枕芯填料杀菌及抗菌防螨自动生产线，年产天然植物保健枕 50

万只，累计销量超 300 万只，并带动项目单位快速成长为国内婴童家纺类第一品牌，产生了重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南昌良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婴幼儿及成人优质睡眠寝具产

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瞪羚企业，先后被评为园区突出贡献企业、先进企业、纳税重大贡献企业、

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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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电磁屏蔽防护面料的开发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丹东优耐特纺织品有限公司、辽东学院、 

辽宁恒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丹东安泰尔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针对目前电磁辐射防护面料功能性单一、服用性差、难以满足特定环境下穿着需求等

缺点，采取纺织织造与涂层后整理相结合工艺技术，设计制造具有保健、抗菌、电磁屏蔽性效

果的多功能电磁屏蔽面料；确立了影响电磁防护效果以及功能化的关键性作用机制，研制、生产、

应用先进的聚氨酯涂层整理材料，在此基础上开展基于防水透湿多功能电磁防护纺织品的基础

和应用研究。

项目主要在以下关键技术方面实现了创新：①采用空心锭纺纱技术，用不锈钢长丝为芯材，

远红外聚酯与抗菌纱为包缠材料，获得远红外 / 抗菌 / 不锈钢“X”双向金属复合纱线，在利

用沟边针织机织造成具有弹性的多功能电磁辐射防护面料，解决目前电磁辐射面料电磁防护效

果不持久、耐水性差、功能性较单一与服用性能差等关键问题。②采用混合法将壳聚糖与纳米

二氧化钛添加到聚氨酯中，然后对其织造的多功能电磁屏蔽织物进行涂层，不但使其电磁屏蔽

织物获得一定的抗菌与抗紫外功能，而且还解决了目前将抗紫外整理剂整理于织物本身后不耐

洗涤的关键问题。③在纺织品整理工艺上 , 将壳聚糖 / 二氧化钛 / 聚氨酯混合分散乳液通过涂

层的方式施加到生产的电磁屏蔽织物上，采取底涂聚丙烯酸酯、面涂壳聚糖 / 二氧化钛 / 聚氨

酯涂层剂的新工艺，确保涂层与织物粘合牢度高，且保证了耐洗牢度，又不影响面料的防水等

其他功能，获得环保高效电磁防护功能面料。④利用织物表面涂层胶中含有的多壁碳纳米管对

电磁波的吸收特性，通过协同发挥电磁屏蔽织物与涂层胶对电磁波的屏蔽，达到对不同频率段

电磁波的屏蔽效能起到平衡以及提高作用。

项目共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件。项目产品不仅在电厂及输配电行业、医院、石油化工、冶

金等行业领域推广应用，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人们日常产品需要，如包装袋、保密室墙布、室

内装饰材料等，市场前景广阔。

常熟理工学院是江苏省省属公立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国

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高校、国家“十三五”应用型本科产

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试点高校、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拥有

7 大学科门类，至今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十多万名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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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彩色长绒棉筒子纱节能环保染色工艺的 
开发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安徽工程大学、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针对传统长绒棉筒子纱染色中的纤维损伤大、染色

不均匀、色牢度差、手感粗硬、工艺粗放以及能耗高等共性技术

难题开展了系统研究。截止目前，项目已获得授权专利技术12件。

技术成果投入生产运行以来，构建了低温、短流程长绒棉筒子纱

染色和前后处理工艺参数库，实现了节能环保印染加工，破解了

传统工艺导致长绒棉纤维损伤大的难题，提升了长绒棉筒子纱产

品的手感、柔软度及颜色品质；项目完成了长绒棉筒子纱染色及

前后处理工艺的优化设计，皂洗、漂洗工艺缩短，产品的品质提

升，彰显了绿色环保、节能节水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

企业竞争力。

基于上述技术成果，项目在产业化后经济效益显著。已取得

新工艺 1 项，新产品 1 项（FC-85L 彩虹系列丝光纱）。产品

投产以来，生产的长绒棉筒子纱产品的颜色品质优良、具有柔软、吸湿、耐洗以及高弹力等优点，

且无游离甲醛的有害化学药剂残留，通过了 OEKO-TEX-Standard 100 认证；产品主要供

应国内外中大型袜业和针织企业，用于高档袜子和内衣的生产，其中染色筒子纱约占全球纯棉

袜业用纱 25%的市场份额；“天外天”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自主开发的“富春色卡”

在行业内获得一致好评，逐步取代了三山色卡、潘通色卡等国外色卡体系；芜湖富春染织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印染企业 30 强榜单，并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5189）），受到了数十家省市媒体的宣传报道，在业内发挥了良好

的示范带动效应，成为了筒子纱企业的新标杆。

安徽工程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的省属多科性高等院校和安徽省重点建设院校，是国家中西

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设高校，坐落在国家级开放城市芜湖。学校设有学科

涵盖工、理、文、管、经、法、艺等门类，设有 15个二级学院。其中纺织服装学院始建于 1982 年，

是安徽省最早开始培养纺织服装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大学系科，是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和中

国纺织工程学会联合授予的中国纺织服装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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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盐聚丙烯酸/凹土复合印花增稠剂 
关键制备技术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常州大学、江苏麦阁吸附剂有限公司

聚丙烯酸增稠剂是印花增稠剂的重要品种，具有添加量少、流变性好、

印花效果佳等优点，但聚丙烯酸大分子链上含有大量阴离子，使其对电解质

敏感，遇盐类电解质后，粘度大幅下降，必须通过增大用量才能满足印花工

艺要求；这不仅增大了使用成本，而且增加了印花后织物的水洗次数。围绕

以上问题，项目组开展了耐盐聚丙烯酸 / 凹土复合印花增稠剂关键制备技术

及应用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

（1）发明了凹土超声辅助分散与表面接枝改性技术，实现了凹凸棒石

棒晶束的分散解离，解决了无机凹土与有机聚合物相容性差的问题。利用酸与碳酸盐的反应性

以及超声波的空穴作用和机械效应，除去凹凸棒石棒晶间的碳酸盐类胶结物，分散棒晶束。经

超声辅助酸活化分散处理，凹土比表面积由原矿的 167.87m2/g 增加到 306.15m2/g，且不会

破坏凹凸棒石的晶型结构。利用凹土表面硅羟基的反应活性，将具有特定官能团的硅烷偶联剂

键合到凹土表面，将凹土表面由亲水性变为疏水性，提高其与聚丙烯酸的相容性和结合程度。

（2）发明了改性凹土、带疏水长链的亲水性单体与丙烯酸类单体原位聚合技术，实现了

凹土在聚合物基体中的均匀分散，解决了传统疏水性单体与丙烯酸类单体难以均匀共聚的问题。

利用带疏水长链的亲水性单体与丙烯酸中和成盐后易溶于水的特性，实现两者在水相中均匀共

聚。利用疏水性支链的疏水缔合作用，改善增稠剂的耐盐性能。以改性凹土作为交联剂，在聚

丙烯酸大分子链间引入适当交联结构，进一步提高聚丙烯酸增稠剂的增稠性能和耐盐稳定性。

开发的聚丙烯酸 / 凹土复合印花增稠剂，遇盐后粘度保留率超过 80%，脱糊率超过 90%，用

量仅为市售增稠剂的 80% 即可满足印花工艺要求，储存稳定性超过 12 个月。

项目共获授权发明专利 19 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7 件，发表论文 10 篇。技术成果在江

苏麦阁吸附剂有限公司、连云港喆意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汉诺斯化学品有限公司推广应用，

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常州大学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江苏省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现有 1 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 个专业学位类别授予点、9 个专业学位授

权领域。拥有 2 个省优势学科、7 个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 3 个学

科进入全球 ESI 学科排名前 1%。



ZHONGGUO FANGZHI GONGYE LIANHEHUI

129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具备热红外防伪性能的多功能变色 
迷彩装具复合面料开发关键技术

项目完成单位：浙江盛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近年来，我国帐篷、武器盖布等装具面料的开发应用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与国外的防护

面料相比，在防护伪装面料产品的开发技术上 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特别是军用迷彩帐篷及装

具由于其特殊的应用场景，对面料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防红外伪装、

拒水、阻燃等多功能，还必须适应不同的作战地形地貌的需求。

1. 通过对金属粉体的修饰改性，降低面料的红外发射率，有

效提高了热红外防护作用，使其具有优异的抗热红外线侦察性能。

2. 以改进的 PU 阻燃涂层胶，通过工艺技术创新，实现印花

织物的分次层层“致密”组装，提高阻燃效果的均匀性，同时还

有效地解决了纤维在高温下产生融滴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阻

燃效果不稳定的现象。

3. 开发了双面印花技术，包括两面热转移印花；一面热转移，

另一面涂料印花；两面涂料印花。双面不同的迷彩效果，以适应

不同的地貌特征如荒漠、林地、雪地等，解决不同地域内的装备

快速搭建需求。花型满足可见光下颜色渐变和图形渐变，具有立

体感，更加符合自然界的实际环境，以达到缩小目标与背景之间

的颜色差别，降低目标的显著性和改变目标外型的目的，提高装具面料的防侦察性能。

4. 开发满足装备伪装面料性能的基质材料，采用高强质轻的 500D 涤纶工业丝，将不锈钢

长丝开发成不锈钢短纤，少量混纺其中，便于织造，解决不锈钢长丝在燃烧过程中的灯芯效应，

进一步增强面料本身的强度，形成对雷达波的吸收和散射，同时降低雷达下亮斑的形成，达到

隐形伪装的目的。

该项目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发表研究论文 13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

浙江盛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3 年，是一家集织造、印染、家纺、军用多功能纺

织产品及户外休闲用品等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浴帘布、阻燃遮光

布、色丁、春亚纺、涤塔夫、桃皮绒、磨毛布、箱包布、军用帐篷、装具、伪装网、武器盖布、

特种军用纺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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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锦纶染色固色剂的开发及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北京中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中纺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兆联纺织有限公司

锦纶纺织品的染色牢度普遍较差，锦纶染色织物

的固色成为影响其色牢度及品质的关键环节。现有锦

纶染色固色剂及固色技术在色牢度提升力、应用稳定

性及环保性方面难以达到高品质纺织服装要求。目前，

高性能的锦纶染色固色剂长期大量依赖进口，且售价

较高，制约了国内锦纶印染企业的发展。

项目在深入研究锦纶染色固色特性及酚醛缩聚反

应机理的基础上，立足自主创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且全部国产化的环保型锦纶染色固色剂及应用

技术，建立了 3000 吨 / 年的锦纶染色固色剂生产线，实现了产业化生产和应用，产品部分性

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主要创新性技术如下：

1. 自主研发了一种以带有脂肪族柔性侧链的新型酚醛缩聚物为主体的低粘度多元协效固色

剂，增强了固色剂分子与锦纶纤维间的氢键及范德华力作用力，攻克了固色剂分子与锦纶纤维

结合不牢导致色牢度差的技术难关，显著提高了固色工艺稳定性及锦纶染色纺织品的各项色牢

度，实现了环保型高性能锦纶染色固色剂制备及应用技术的国产化。

2. 设计了酸性催化及碱性催化两条合成工艺路线，研发了高活性酸性及碱性复合催化剂，

开发了分段回流缩合控制技术，实现了对固色剂合成产物分子结构的精准调控，攻克了甲醛、

苯酚等有害单体反应不完全的技术难题，促成项目产品通过国际环保认证。

3. 系统研究了锦纶染色固色剂分子与锦纶纤维及酸性染料的相互作用，开发了 pH 受控滑

移染色、新型促染染色及分步线性加料固色等染色固色技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锦纶染色固色

成套技术，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该项目研制的锦纶染色固色剂具有突出的性能价格比，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1 件。产品已在

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等领域的多家国内外纺织印染企业获得开发和应用，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北京中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

事纺织化学品和生物酶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进行特种纺织化学品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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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还原染料纳米液化关键技术及其 
清洁印染应用推广

项目完成单位：江南大学、菲诺染料化工（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绍兴市高峰印染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嵌段 / 支化多活性位点链结构的有机分散剂设计及其分散机理：通过考察对比多款

市售的聚丙烯酸酯和聚氨酯分散剂，自主开发了苯乙烯和聚醚改性嵌段 / 支化多活性位点链结

构有机硅系列分散剂，该分散剂对还原染料均具有良好的分散稳定性能，而且染色面料手感柔

软且颜色更为鲜艳，揭示分散剂链长、锚固基团和溶剂化链段等

因素在染料分散稳定中的作用规律和机理；提出分散剂结构因素

和砂磨工艺对染料分散稳定性的影响。

（2）高通量微纳分级砂磨技术制备高强度纳米液状还原染

料：为了提升还原染料对棉纤维的上染率，结合液化所需的还原

染料结构特征以及专用有机硅系列分散剂的结构设计与合成，拟

采用高通量高压均质与棒销式卧式砂磨微纳分级砂磨技术，实现

还原染料颗粒微米级到纳米级的分步加工，通过还原染料快速润

湿、快速包覆、快速粉碎，提升还原染料砂磨效率。评估染料晶

体转晶效应，分析还原染料分子溶剂化显色条件下所引起的还原染料分子基态与激发态的能隙

变化，实现液状还原染料的纳米化、稳定性以及高效率。

（3）高强度纳米液状还原染料多样化印染关键技术：通过突破液状还原染料高稳定性和

纳米化技术难点，实现液状还原染料在、棉及人棉的还原雕印、涤棉长车轧染等多种印染技术

上的应用，提升面料的耐氯性能，实现在医院、儿童服装、军装以及特种职业服等上的应用。

显著提高了染料印花的上色率，降低后道水洗造成的污水排放量。该技术填补了国内高稳定 /

高固色纺织用液状染料领域的空白，具有广阔的推广市场和前景。

该项目获得专利授权 15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 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1 件。

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设有 18

个学院（部），博士后流动站 7 个，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设计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 7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9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以及 1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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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保型整理剂防水防油功能面料的 
制备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绍兴文理学院、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纺院（浙江）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绍兴水乡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防水防油功能面料目前使用的整理剂主要是由长氟碳链（C≥8）的丙烯酸酯类聚合物构成。

研究表明，长氟碳链聚合物在自然界中生成全氟羧酸和全氟磺酰化物等污染物。在环境、人体

与动物组织中会不断地聚集和积累，具有潜在的危险。短氟碳链（C≤6）的含氟丙烯酸酯聚合物，

没有生物蓄积性，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但防水防油效果差。该项目为解决短氟碳链性能固有

缺陷，设计开发既满足环保要求，又具有优异拒水拒油性能的新型含氟聚合物，用于高端户外

防水防油面料的开发。主要创新如下：

1. 开发了一种具有特殊“伞形”结构的短氟碳

链聚合物整理剂。针对含短氟碳链聚合物防水性差的

难题，基于仿生原理，开发了一种具有特殊“伞形”

结构的短氟碳链聚合物，使短氟碳链能够稳定地覆盖

在表面，并形成致密的疏水层，起到有效的屏蔽作用，

从而提高整理后织物的拒水拒油性能。

2. 开发了基于侧链强化取向技术的六碳氟系

整理剂。自主合成新型短碳链全氟丙烯酸酯单体—

（Z）-2-（全氟己基乙酰胺）-2,3- 二氯丙烯酸乙酯。开发长效高性能短碳链全氟丙烯酸酯

防水剂，具有优异的水洗耐久性和与助剂拼用时防水效果。

3. 基于环保型整理剂防水防油功能面料的制备技术及产业化。以自主开发的环保型整理剂

为基础，研究其与增效剂、交联促进剂间协同增效作用对拒水性、耐洗性、手感和耐静水压的

影响，解决了洗后晾干和耐静水压防水整理等行业难题，应用于产业用和高端户外防水防油整

理领域，开发了系列防水功能面料，实现了产业化。

项目授权发明专利6件，发表学术论文7篇。项目已形成整理剂和防水防油功能面料产业化，

反映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市场前景广阔。

绍兴文理学院是绍兴市唯一一所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学校的办

学历史可追溯到 1909 年创办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鲁迅先生曾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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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碳纤维半预浸料及工艺装备

项目完成单位：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风能是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不仅是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清洁能源，又是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实际需要的重要措施。大力发展风力新能源可以逐步改善以煤炭为主的传统

能源结构，促进常规资源的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实现我国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风电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组中将风能转换为机械能的重要部件，也是该系统中最核心的部

件之一。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级叶片均采用复合材料为主体制造，风电叶片已成为复合材料

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复合材料在整个风电叶片中的重量一般占到 90% 以上。随着风电叶片

体积的不断增长，对风电叶片主梁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大背景下，以维斯塔斯

（Vestas）为首的国外风力发电巨头，在大力推行碳纤维拉挤板技术的同时，对我国实行技

术封锁，导致我国在更大型号的风力发电机组的生产和创新能力上大大落后国外发达国家。

项目解决了适用于风电叶片主碳梁的复合材料结构、中温快速固化树脂基体、树脂快速涂

膜工艺、预浸复合工艺等关键技术，形成了

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体系。该

项目产品经过用户的使用，证明了半预浸料

产品浸透性能良好、孔隙率低、树脂含量均

匀、挥发份低，后续加工稳定性良好，能够

满足大型风电叶片主梁研制和生产需要。与

金风科技、中航、艾郎、重通成飞等多家国

内外公司开展合作，自该项目开展以来，经

济效益在逐年增长市场前景良好。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碳纤维行业第一家 A 股上市公司（证券

代码：300699），成立于 1992 年，隶属于威海光威集团，是致力于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高端装备设计制造技术为支撑，形成了原丝开始的碳纤维、

织物、树脂、高性能预浸料、复合材料制品的完整产业链布局，是目前国内碳纤维行业生产品

种最全、生产技术最先进、产业链最完整的龙头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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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活性成分的功能性纤维制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百事基材料（青岛）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百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纺织研究院（青岛）有限公司、青岛科技大学、中国纺织工程学会

项目针对目前含天然成分的功能纤维生产技术不足，开发了完整的功能性大生物纤维制备

技术，将生物科技、材料科技和纺织科技相结合，制造出具有生物活性的功能性纺织品，将生

物的各种药理功效和特有的各种体感赋予纺织纤维，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主要技术路线如下：针对不同的生物活性成分研发改进超临界 CO2 萃取、水提、醇提、

超声提取法等萃取技术，从天然生物中定向萃取有效活性分子；研发针对再生纤维素纤维、聚

丙烯腈纤维等溶液纺丝的微胶囊技术，和针对聚酯纤维、聚酰胺纤维、聚丙烯纤维等熔融纺丝

的分子巢技术，将萃取的活性分子装载到微胶囊或分子巢中，对其进行耐高温和耐酸碱保护；

在纺丝过程中将装载有生物活性分子的微胶囊或分子巢与材料均匀、牢固、完美结合，制备出

具有长效、稳定生物功能的大生物纤维。

项目共授权 20 件国内和国际

发明专利、29 件实用新型专利；

制定标准 14 项，6 项国家标准、

6 项 团 体 标 准、2 项 企 业 标 准。

该 项 目 产 品 的 研 发、 销 售 通 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编 号：10421Q00877R0S） 和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号：

10421E00516R0S）。大生物纤维

产品通过中纺标抗菌纺织品认证（证书编号：CTTC121M31201155）。项目已上市多种大生

物纤维，产品广泛应用于时尚服装、家居内衣、家纺等多个领域，与众多顶级品牌合作。产品

还得到了国家军民融合委员会的认可，已把百草产品列为第一批军民融合重点项目进行推广。

百事基材料（青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专注于大生物纤维的生物科技

型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成为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单位，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

标准分会的观察员单位，青岛市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全国生态功能性纤维技术研发中心

主任企业，大生物纤维产业发展联盟理事长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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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航天飞行器用热防护三维纺织复合材料 
制备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西安工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苏州勤耘纤维集合体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火箭、导弹等航天飞行器在发射时，短时间内温度急剧上升，火箭发动机喷管、整流罩鼻

锥等部位的温度超过 2000℃。传统的层合复合材料在高温气流冲刷和剧烈振动下易发生分层破

坏。导弹等武器系统需要具备优异的突防能力，因此热防护复合材料需要兼顾结构 - 隐身性能。

酚醛树脂耐热性能优异，然而传统的酚醛树脂在固化时会释放小分子，不能采用树脂传递模塑

工艺（RTM）固化 3D 织物。此外，导弹等武器的贮存寿命是研制、生产、使用和贮存管理部

门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还没有成熟的寿命预测模型可供使用。

1. 针对易分层与功能单一：研究了适于低应变、脆性大的高性能纤维混杂结构 - 功能一

体化3D织物的设计与制造方法。项目通过数字化仿真技术对3D纺织复合材料进行多尺度分析，

优化结构参数，采用组合式 3D 纺织技术将高性能纤维编织成近净形的 3D 混杂织物，再注入

树脂，固化形成结构 - 功能一体化的 3D 纺织复合材料。

2. 针对释放小分子：研究了适用于 RTM 的高性能酚醛树脂的制备方法。项目通过首创的

有机硼改性技术合成了分子量可控的低挥发份（≤ 2%）、高成碳率（≥ 70%）且适于 RTM

的高性能酚醛树脂。

3. 针对无法预测贮存寿命：建立了 3D 织物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在热氧条件下高置信度的

强度和寿命预测模型。项目建立了 3D 织物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性能与老化时间的“随机过程

模型”，并与 Arrhenius 方程结合建立了性能—时间—温度的三元非线性模型。该模型可以

通过短时间加速老化实验的数据实现对复合材料长期贮存寿命的预测。

该项目已获授权发明专利 9 件，实用新型专利 1 件，软件著作权 2 件，发表学术论文 48 篇。

该成果在多所著名纺织企业、化工企业等得到应用，为提升我国纺织工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技

术支撑。

西安工程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基础雄厚、办学

特色鲜明的综合性高等学校，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以纺织服装

为特色的高校。学校现有实验室 131 个，其中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 7 个，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8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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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非开挖翻衬修复用管状纺织 
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项目完成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北京北燃环能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安纳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待修复管道的性状和施工要求，建立了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用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强

度、厚度、弹性与管径的数学模型；开发了管状织物设计与制作、防渗膜与管状织物覆膜、树

脂浇注体固化与复合工艺和技术；通过模拟材料翻衬时整体结构与应力应变的分布规律，预测

了管状纺织复合材料在翻衬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的承压性能；建立了不同管径燃气管道与材料剥

离强度的测试方法。

项目已获授权专利 2 件，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如下：

1、覆膜管状织物的拉伸性能：经向拉

伸 强 度 ≥ 35mPa， 断 裂 伸 长 率 ≤ 30%；

纬 向 拉 伸 强 度 ≥ 25MPa， 断 裂 伸 长 率

≥ 45%。2、覆膜管状织物的撕裂强力：经

向 ≥ 1889.35N， 纬 向 ≥ 2692.14N。3、

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剥离强度：剥离强度

≥31.4N/cm。4、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承压：

压强≥ 1mPa。

采用管状织物复合材料来修复燃气管

道，此技术不需要全面开挖路面，避免了交

通受阻、环境破坏等施工问题，社会效益显

著。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专用产品尚

属空白，施工单位应用的产品多依赖于进口，经济成本高。项目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经济价

值和很好的应用前景，对扩大纺织品应用领域和促进纺织行业技术进步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办学

历史悠久，始建于 1912 年，2000 年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获批国防科工局与天津市共建高校，是我国最早开展纺织高等教育的

学府之一，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

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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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航天用碳纤维陶瓷基复合材料预制体 
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完成单位：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研究碳纤维表面改性处理技术；研究碳纤维三维编织喷管预制体精确仿形编织技

术；研究碳纤维平面预制体无损织造技术；研究产品应用考核评价技术；制定碳纤维平面及三

维编织预制体产品质量规范。

该项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获授权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各 1 件，《三维高压喷管预

制体的净形制备方法》，攻克了复杂结构件碳纤

维三维编织喷管预制体连续整体精确仿形编织成

型及其耐高压技术难题。《一种固定碳纤维经纱

通道装置》，使经向碳纤维严格排列在固定路径

中，实现了经向碳纤维张力的精确控制，解决了

经向碳纤维叠压、粘连引起的断头，降低了碳纤

维平面预制体的强力不匀。填补了我国空白，广

泛用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大工程等项目、

国防军工型号产品的研制、生产，在五代核心机接受了 100h 以上的考核，碳纤维陶瓷基复合

材料异型复杂热结构件喷管耐压由 6MPa 提高到 13MPa，并在多个型号上应用并成功飞行，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提高战略新材料的国产化率具有重要意义，助推陕西经

济发展。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是由陕西省纺织科学研究院转制成

立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安全防护用纺织品、高性能增强材料、农业用纺织品等产业用

纺织品及纺织机电产品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公司已运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以及 OHSAS18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多年，通过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管理运营水平规范高效；通过 OEKO-TEX 生态纺织品

认证和UL认证，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国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研发检测基地”、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 500 强”、“陕西省安全防护用纺织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

西省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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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体直纺高仿真聚酯纤维制备 
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

项目完成单位：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桐乡市中益化纤有限公司

高仿真聚酯纤维具有类似天然纤维的形态结构和质感，其织物具有亲肤柔软、隔热保暖、

透气导湿、防风防雨等功能，能满足消费者在不同气候环境下运动休闲等使用需求。

（1）融合化学分子结构设计，开发出三单、四单均质添加稳定共聚技术，有效调控聚酯

纤维染色性能；通过微量添加共聚改性，构筑聚酯分子结构，进而调控聚酯结晶性，大幅提高

聚酯纤维手感柔软，实现万吨级共聚酯连续稳定运行。

（2）聚酯热敏性强，在熔体流动中易发生结焦、粘度

降等问题，建立了熔体输送模型，系统分析出熔体在输送

过程温度、压强、粘度等变化规律；研制了多级动静组合

共混管道在线添加装置，开发共混聚酯熔体粘度控制系统；

建立了低粘度、高端羧基含量、多级混合、两级冷却、对

称排列的大容量共混熔体均质化与低降解技术。

（3）研制四/八C中空型、双H型、多异复合型喷丝板，

开发了不对称冷却、低风速、自洽整流冷却、HY 高速卷绕

成形及工艺，攻克了高仿真聚酯纺丝成形高稳定、条干和

染色均匀性控制的难题，实现了高异形度与良好可纺性的

统一。

项目通过化学结构、超分子结构、形态结构、表面结

构精细化、均匀化、一体化构筑，实现单纤维、纤维束、

纤维编织结构与集聚效用的统一，开发出超仿毛、高仿棉、

羊绒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在纬编和经编，织物蓬松竖立，富有立体感和丰满厚实的感觉。实

施以来牵头 / 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 6 项，授权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专利

5 件，发表学术论文 7 篇。

新凤鸣集团是一家集 PTA、聚酯、纺丝、加弹、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民营上市企业。集

团位于中国化纤名镇——桐乡洲泉，下设中辰、中维、中石科技、独山能源、中益等 20 余家

子公司目前形成聚酯年产能 600 万吨，PTA500 万吨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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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醋酸纤维生产过程典型污染物治理与 
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项目完成单位：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南京工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 

上海汉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攻克了氧化镁深度脱硫、高湿烟气深度治理、恶臭气体和工艺废气深度净化等关键

技术，大幅减少了典型污染物的排放，成功实现了废液、废渣的资源化利用，解决了醋纤生产

过程环保的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促进了行业产能释放，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了

企业的绿色、可持续、规模化发展。主要技术创新点如下：

（1）创新发明了氧化镁深度脱硫和废液、废渣资源化利用技术，实现了硫和镁资源的循

环利用。研发了氧化镁湿法脱硫系统的流场优化、酸碱度分区控制、汽液高效传质等提效技术，

脱硫效率从 92.0% 提升至 99.5%。

（2）创新开发了低能耗高效“二合一喷淋降温 + 烟气

冷凝再热”工艺技术，实现了高湿烟气的深度治理。探索

了高湿烟气与污染物扩散、二次转化及大气气溶胶之间的关

系，发现了烟气沿抬升高度与液滴粒径及径向分布规律，开

发了高湿烟气协同深度治理新技术，建成了国内首套高湿烟

气深度治理装置，促进了烟气中饱和水的相变凝聚，大幅降

低了烟气中水和可溶性盐的含量，实现减排废盐470吨 /年。

（3）创新研制了复合生物菌剂和 VOCs 燃烧催化剂，

开发了匹配的恶臭气体及 VOCs 治理耦合工艺，实现了恶臭气体及 VOCs 的深度净化。研发

了可协同去除多污染物的复合生物菌剂，开发了“化学喷淋 - 生物滴滤 - 活性炭吸附”三位

一体的恶臭废气治理集成技术与装备，处理后气体浓度为＜ 310 （无量纲），低于排放标准

1000（无量纲）。

该项目共获授权中国专利 34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6 件，发表学术论文 7 篇。该项目的

成功实施促进了醋纤产业的技术升级，推动了醋酸纤维生产过程典型污染物治理与资源化利用

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与美国塞拉尼斯公司合资经营，

经过一至六期工程建设，发展成为总投资 9.03 亿美元，占地面积 1190 亩，拥有员工 957 名，

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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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 21

产业用工程基布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完成单位：江苏华跃纺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盐城工学院、 

南京海关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目主要科技内容有：一是新材料的选用技术。为解决砂带基布的二次污染，试制可

降解砂带基布；二是新型纤维的制造技术。为生产密度均匀、强力均匀的 PTFE 膜裂纤维，

严格控制压延、挤出口模、温度递增式拉伸、高温松驰、骤冷、热定型等六项关键技术，利

用自产 PTFE 纤维生产滤料基布、医用防护材料等；三是应用传统的加工制备技术。为防止

PTFE 滤料基布的滑移，出现“冷流”现象，采用绞综组织，织造滤料基布；四是对特殊性能

制品实施赋予技术。在研发气凝胶圆筒滤袋时，为克服气凝胶脆性大、强力低的缺陷，用改性

处理 PTFE 纤维毡作为增强体。其中，“可降解砂带基布”、“芳纶短纤耐磨砂带基布”等 8

只新产品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其中“芳纶短纤耐磨高档砂带基布”、“芳纶长丝高强高档砂

带基布”、“PTFE 长丝绞综结构高效滤料基布”等 3 只新产品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获盐

城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江苏华跃纺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位于盐城国家

高新区大冈镇纺织工业园区。主导产

品有磨料磨具砂带基布、聚四氟乙烯

（PTFE）环保滤料基布、与滤料产业

链配套的聚四氟乙烯（PTFE）高技术

纤维（长丝、短纤）等工程基布产品。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型企

业，建有中国磨料磨具砂带基布产品研

发基地、江苏省膨体聚四氟乙烯及衍生

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盐城市砂带基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加快产品转型升级。公司已由

传统的纺织行业向新材料领域转变，着力对各种砂带基布和芳纶、PTFE、PPS、PI、P84 玄

武岩阻燃面料，屏蔽帐篷服装面料，空军作训服面料，环保过滤袋基布，墙体防霉抗裂布，医

疗防护服防生化服、头套及面料进行研发、生产及产业化，致力成为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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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优秀奖项目简介

高性能纤维基TPU 柔性复合材料 
产业化技术开发

项目完成单位：中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海蓉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高性能纤维基 TPU 柔性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气密性、耐磨性、耐

低温性，质轻高强，在航空救生、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有应用；

国内TPU柔性复合材料主要存在剥离力低，耐水解性能差、抗张强度低、

产业化稳定性差等问题，产品综合性能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项目针对高性能纤维基TPU柔性复合材料产业化过程的技术瓶颈，

攻克了包括骨架材料的织造技术、高剥离力 / 高撕破力复合材料制备技

术等关键技术，实现了成熟、稳定的 TPU 柔性复合材料的产业化技术。形成如下创新成果：

1、开发了高剥离力 / 高撕破纤维基 TPU 柔性复合材料制备技术，实现了复合材料具备

高剥离力和耐水解性能的同时，具备优异的撕破性能；2、对项目所需 TPU 原材料度进行专

用设计，有效提高了复合材料整体的耐水解性以及使用安全性，同时通过制备过程中的时间平

衡以及增加回火单元有效解决了 TPU 柔性复合材料内应力不一致问题，最终集成实现了 TPU

柔性复合材料的稳定产业化生产技术；3、根据气胀式救生衣用使用特性，对骨架材料的材质

和结构进行专用设计，开发了气胀式救生衣用骨架材料的织造技术，实现了气胀式救生衣骨架

材料的规模化生产。

项目授权专利 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 件，实用新型 2 件；发表论文一篇。批量化生产的气

胀式救生衣用复合材料通过了 CE 认证，获得了欧盟市场准入资格，产品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依托救生衣材料的产业化技术，研制了多款具备优异剥离力、耐水解性能以及撕破性

能的高性能纤维基 TPU 柔性复合材料，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优化国内纺织

产业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增强我国产业用纺织品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其前身为 1997 年成立的天津市亚通涂层织物有限公司，于 2005 年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坐落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公司总投资 5000 万元，占地

36000 平方米。公司现有员工近百人，依靠中国纺织科学院雄厚的科研力量和海内外的相关资源

为公司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公司一直致力于多功能涂层与纺织复合面料

的研究开发及生产，是国内研发能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纺织涂层与复合面料的生产企业之一。










